
 

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醫學科技新契機。本書的精實的內容，介紹並且實

作出業界公司的核心技術，尤其是對 Python、人工智慧、視覺辨識、大數據技
術都有詳細的實作介紹，是各行業對人工智慧感興趣的專業人士必讀和公司珍

藏的一本好書。

嘉義基督教醫院 兒童醫學部兒童腎臟科主任、嘉基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周信旭醫師

近年來許多如 Python、R、Swift、Kotin等開放生態之語言篷勃發展並蔚為
風潮，其中 Python更是此類型語言之個中翹楚。Python由於語法簡潔、容易入
門，再加上其豐富之開源套件，近幾年它不僅取代 Basic語言，成為美國大學計
算機程式語言課程最普遍之入門語言，於大數據探勘、人工智慧、深度學習以

及 FinTech等專業用途，亦成為常見之主流開發語言。 

柯執行長有豐富的實務大型開發經驗，也都一直走在程式開發世界之潮流

前端，包含過去已出版有關物聯網 Raspberry Pi或行動裝置 Android、iOS等相
關著作，近期得知他 Python的新書已即將出版，甚為高興。坊間 Python的參考
書籍已有許多，但此新書一如過去柯執行長的寫書風格，對於程式語言不求非

常完整的介紹，而在於快速掌握最重要、最常用的語法及函數，書中並利用很

多非常實用的開發實例（如手寫辨視、各種類神經模型等），以求以最短時間

便開始進入實戰的課題，對於初學者而言是一本能很快達到實戰功力之引導及

工具書籍，對於已熟悉 Python的開發人員，亦可就其有興趣的相關議題，快速
取得重要、常用之函式之用法，減少許多摸索的時間。本人真心推薦，非常鼓

勵大家參考使用。

Eco-City 智慧生活科技區域整合中心執行長、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曾仁杰教授

醫學發展日新月異，人工智慧在輔助醫學診斷方面已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角

色。本書深入簡出介紹以人工智慧執行資料和影像處理的核心技術，協助讀者

跨過技術門檻。

台北榮民總醫院  關艾琛醫師

推薦序
推薦序依照姓氏筆劃排序



 

 

 

 

 8.1 圖表函式庫 Matplotlib 介紹 

matplotlib是 python最著名的繪圖函式庫，它提供了一整套圖表的 API，可
以將數字資料繪製成圖表，而且也可以方便地將它作為繪圖元件，嵌入 GUI應
用程式中。 

它的文件資料相當多，官方網站 https://matplotlib.org/中的 example就有上
百幅圖表，在網站點選圖表打開之後都是原始程式。因此如果需要繪製某種類

型的圖表，只需要在這個頁面中瀏覽/複製貼上該圖的範例程式，再把資料調整
後就能搞定。 

圖表函式庫

matplotlib.py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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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官方網站 https://matplotlib.org/ 

Matplotlib 是很大的 python package，而 pyplot 是 Matplotlib 其中一個
module，然而本章節的繪圖幾乎都是透過 pyplot來完成的。本章節將會說明幾
個常用的圖表，進而從中理解和學習 matplotlib繪圖的基本概念。 

 安裝 matplotlib 

請先透過以下的方法安裝 matplotlib第三方函式庫到 Python。 
 

 pip install matplotlib 

  

 
圖 8-2  安裝 matplot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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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 PyCharm 中安裝 matplotlib，請選取「 File > Settings 或 
Preferences> Project > Project Interpreter」。 

 點選專案【Project > Project Interpreter】。 

 透過【＋】號，就能添加和安裝 Python其他的函式庫。 

 輸入「matplotlib」 

 點選安裝【Install Package】。 

 
圖 8-3  在 PyCharm安裝 matplotlib 

 01Python-Matplotlib-01-install.mp4 

 8.2 畫線 

matplotlib的 pyplot子函式庫提供了與很大軟體類似的繪圖 API，可以快速
繪製 2D圖表。以下為簡單的範例： 

 範例程式：plot01.py 
1.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匯入 matplotlib的 pyplot類別，並設定為 plt 
2. plt.plot([1,2,3,4])           # 指定 List矩陣資料為Ｘ為[0,1,2,3]Ｙ為[1,2,3,4] 
3. plt.ylabel('some numbers')   # 顯示 Y 座標的文字 
4. plt.show()                #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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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結果 

 
 

 02Python-Matplotlib-02-plot 

 8.3 畫點 

Plot的用法很多樣化，不同的參數就可以有不同的繪圖效果。 

 語法 

matplotlib.pyplot.plot(*args, **kwargs) 

 參數 

x：要繪製的圖表資料 x，矩陣資料。 

y：要繪製的圖表資料 y，矩陣資料。 

fmt：圖表樣式，詳細請見下表。 

data：物件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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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透過以下的範例程式來繪製出在 [1,1]  [2,4] [3,9] [4,16] 位置的四個紅點。 

 範例程式：plot02_dot.py 
1.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匯入 matplotlib的 pyplot類別，並設定為 plt 
2. plt.plot(x=[1,2,3,4], y=[1,4,9,16], 'ro')  # 四個紅點 
3. plt.axis([0, 6, 0, 20])        # 圖表範圍大小，X 由 0 到 6、Y由 0 到 20 
4. plt.show()                 # 繪製 

 執行結果 

 
 
如果要改顏色，可以依照以下的表格修正就可。 

常用的 fmt屬性－顏色： 
 

字元 描述 使用範例 

b 藍色 plt.plot([1,2,3,4], [1,4,9,16], 'bo')   # 藍色點 

g 綠色 plt.plot([1,2,3,4], [1,4,9,16], 'go')   # 綠色點 

r 紅色 plt.plot([1,2,3,4], [1,4,9,16], 'ro')   # 紅色點 

c 青色 plt.plot([1,2,3,4], [1,4,9,16], 'co')   # 青色點 

m 粉紅色 plt.plot([1,2,3,4], [1,4,9,16], 'mo')   # 粉紅色點 

y 黃色 plt.plot([1,2,3,4], [1,4,9,16], 'yo')   # 黃色點 

k 黑色 plt.plot([1,2,3,4], [1,4,9,16], 'ko')   # 黑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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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 描述 使用範例 

w 白色 plt.plot([1,2,3,4], [1,4,9,16], 'wo')   # 白色點 

 
而圖表樣式，可依下表進行調整。 

常用的 fmt屬性－樣式： 
 
字元 描述 使用範例 

. 點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b.') # 藍色點 

, 逗號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g,') # 綠色逗號標記 

o 圈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ro') # 紅色圈標記 

V,^,<,> 
三角形標記

（四種） 
plt.plot([1,2,3,4], [1,4,9,16], 'cv') # 青色三角形標記 

1 到 4 
三角形標記

（四種） 
plt.plot([1,2,3,4], [1,4,9,16], 'm^') # 粉紅色三角形標記 

s 方形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ys') # 黃色方形標記 

p 五角形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kp') # 黑色五角形標記 

* 星號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k*') # 黑色星號標記 

h 和 H 
六角形標記

（二種） 
plt.plot([1,2,3,4], [1,4,9,16], 'kh') # 黑色六角形標記 

d 和 D 
鑽石標記

（二種） 
plt.plot([1,2,3,4], [1,4,9,16], 'kd') # 黑色鑽石標記 

+ 和 X 加和叉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k+') # 黑色加號標記 

| 和 _  直和橫標記 plt.plot([1,2,3,4], [1,4,9,16], 'k|') # 黑色直標記 

- 實線樣式 plt.plot([1,2,3,4], [1,4,9,16], 'k-') # 黑色實線 

-- 虛線樣式 plt.plot([1,2,3,4], [1,4,9,16], 'k--') # 黑色虛線 

-. 點劃線樣式 plt.plot([1,2,3,4], [1,4,9,16], 'k-.') # 黑色點劃線 

: 虛線樣式 plt.plot([1,2,3,4], [1,4,9,16], 'w:') # 白色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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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程式： plot03_dots.py 
1.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匯入 matplotlib的 pyplot類別，並設定為 plt 
2. t=[1,2,3,4] 
3. plt.plot(t, t, 'r--')           # 畫出紅色虛線 
4. plt.plot( t, [2,4,6,8], 'bs')   # 畫出藍色方塊 
5. plt.plot( t, [3,6,9,12], 'g^')  # 畫出綠色三角形 
6. plt.plot( t, [4,8,12,16], 'k:') # 畫出黑色點線 
7. plt.show()                      # 繪製 

 執行結果 

 
 

 03Python-Matplotlib-03-dot.mp4 和 04Python-Matplotlib- 

04-dots.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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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畫面切割 

在實際運用中，會需要同視窗顯示不同的圖表，此時就要使用 subplot函數。
subplot中行列的定義如下： 

 語法 

subplot(nrows, ncols, index, facecolor) 

 參數 

nrows：要繪製的圖表，有上下幾個圖表。 

ncols：要繪製的圖表，有左右幾個圖表。 

index：第幾個。 

facecolor：顏色。 

透過以下的範例來產生上面一個、下面二個共三個圖表，subplot 的範例程
式如下。 

 範例程式：plot04_subplot.py 
1.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2. t1=[1,2,3,4] 
3. t2=[2,4,6,8] 
4. plt.subplot(2,1,1,facecolor='y')      # 上面，背景是黃色 
5. plt.plot(t1, t2, 'ro')                # 繪製紅點 
6.  
7. plt.subplot(2,2,3,facecolor='k')      # 下面左邊，背景是黑色 
8. plt.plot(t2, t2, 'g--')               # 繪製綠色線段 
9.  
10. plt.subplot(2,2,4)                    # 下面右邊 
11. plt.plot(t2, t2, 'b|')                # 繪製藍色直槓 
12. plt.show()                            #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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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結果 

 
 
而程式中第 4 行 subplot(2,1,1,facecolor='y')也可以寫成 subplot(221) 中 211 

等數字的用意，是指 2 個上下和 1 個左右，使用 2x1中的第 1個區域，也就是
上方全部的結果。 

在程式中第 7 行 plt.subplot(2,2,3,facecolor='k')也可以寫成 subplot(223) 中
的 223 等數字意指有 2 x 2 = 4 個區域，即 2 個上下和 2 個左右，所以畫面有四
個區域，然後是使用其中的第 3 個區域，依照上下左右的順序來算，所以會呈
現下方左邊的結果。 

所以，以同樣的道理來看程式中第  10 行 plt.subplot(2,2,4) 也可以寫成
subplot(224) 中的 224 等數字，是指使用 2 x 2 中的第 4 個區域，呈現下方右邊
的結果。 

 練習題 

問題：如果有二個圖表，想要顯示上下排列，像是國字二的呈現，請問 subplot
要如何設定？ 

 
plt.subplot(121)   # 上面 

plt.subplot(122)   #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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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如果有二個圖表，想要顯示上下排列，像是數字 11 的呈現，請問 subplot
要如何設定？ 

 
plt.subplot(211)   # 左邊 

plt.subplot(212)   # 面 

 
問題：如果想要顯示上面二個、下面一個的三個圖表，請問 subplot 要如何
設定？  

 
plt.subplot(221)      # 上面左邊 

plt.subplot(222)      # 上面右邊 

plt.subplot(212)      # 下面 

 

 本章節的教學，請觀看影片 05Python-Matplotlib-05-subplot. 

mp4 

 8.5 顯示圖片 

matplotlib的圖表中也能顯示圖片，並且在數據的處理中，將數據轉換成圖
片就會看出其數據的特徵。為了之後 numpy、SciPy 等科學運算的處理，在這邊
透過以下的程式顯示圖片。 

 範例程式：plot05_image.py 
1.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 匯入 matplotlib的 pyplot類別，並設定為 plt 
2. import matplotlib.image as mpimg  # 匯入 image類別，並設定為  mpimg 
3. t=[10,20,30,40]    
4. plt.xlabel('xlabel')            # 顯示 X座標的文字 
5. plt.ylabel('ylabel')              # 顯示 Y座標的文字 
6. plt.title('title')                # 顯示標題的文字 
7. img=mpimg.imread('powenko.png')   # 讀取圖片 
8. imgplot = plt.imshow(img)        # 顯示圖片 
9. plt.plot(t, t, 'r--')             # 繪製紅色線段 
10. plt.text(70, 10, 'Hello! powenko.com')  # 在 70,10 的位置，顯示文字 
11. plt.savefig('my.png')         # 存圖片 
12. plt.show()                     # 顯示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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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結果 

 
 

 06Python-Matplotlib-06-image.mp4 

 8.6 顯示圖表在視窗程式中 

而本章節將透過範例說明如何在結合 Tkinter視窗和 matplotlib顯示圖表。 

為達到這個目的需要使用一個控制元件 matplotlib.backends.backend_tkagg
來完成位置和視窗位置擺放的功能。 

 範例程式： plot06_tkinter.py 
1. try: 
2.       import Tkinter as tk 
3. except ImportError: 
4.       import tkinter as tk 
5.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6. from matplotlib.widgets import Slider   # 滑桿元件 
7. from matplotlib.backends.backend_tkagg import FigureCanvasTkAgg  # GUI元件 
8.  
9. win = tk.Tk()                         # 新增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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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ig = plt.Figure()                    # 指定繪製元件 
11. canvas = FigureCanvasTkAgg(fig, win)   # 使用 FigureCanvasTkAgg元件 
12. canvas.get_tk_widget().pack()     # 加到視窗中 
13. ax=fig.add_subplot(111)               # 注意！一定要添加，用來指定位置 
14.  
15. x = [5,6,7,8] 
16. ax.plot(x)                         # 繪製黑線 
17.  
18. tk.mainloop() 

 執行結果 

 
 
而 GUI 的元件要如何與 matplotlib 的圖表作互動？透過以下的程式，新增

一個滑桿元件 Slider，只要用戶移動滑桿元件，即改變圖表的數字，並且改變
matplotlib圖表。 

 範例程式：plot07_tkinterSlider.py 
1. …                                   # 匯入函式庫，相同故省略 
2. win = tk.Tk()                          # 新增視窗 
3. fig = plt.Figure()                     # 指定繪製元件 
4. canvas = FigureCanvasTkAgg(fig, win)      # 使用 FigureCanvasTkAgg元件 
5. canvas.get_tk_widget().pack()    # 加到視窗中 
6. ax=fig.add_subplot(111)              # 注意！一定要添加，用來指定位置 
7. fig.subplots_adjust(bottom=0.25)    # 添加空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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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x = [5,6,7,8] 
10. ax.plot(x,x)                         # 繪製黑線 
11. ax.axis([0,10, 0, 10])              # 設定圖表大小和位置 
12.  
13. ax_time = fig.add_axes([0.12, 0.1, 0.78, 0.03])     # 設定滑桿移動的位置和大小 
14. Slider1 = Slider(ax_time, 'Time', 0, 30, valinit=0) # 新增滑桿元件 
15.  
16. def update(val):                      # 觸發事件，當使用者移動滑桿 
17.     pos = Slider1.val                   # 取得滑桿數值 
18.     ax.axis([pos, pos+10, 0, 10])      # 設定圖表大小和位置 
19.     fig.canvas.draw_idle()             # 畫面更新 
20. Slider1.on_changed(update)               # 設定滑桿元件的 觸發事件 
21.  
22. tk.mainloop()                          # 執行視窗 

 執行結果 

 
 

 07Python-Matplotlib-07-Tkinter.mp4 和 08Python-Matplotlib- 

08-Tkinter2.mp4 

 

 

 



 

 

 

 

 13.1 人工智能記號語言 AIML 介紹 

繼續再談如何設計出一個擁有交談功能的機器人？像是 Amazon Echo、
Google Assistant 或小米音箱這樣的產品，他們背後都依賴人工智能標記語言
AIML（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rkup Language）來達到這樣的目的。AIML是由
Alicebot開放原始程式團隊和 Richard S. Wallace博士於 1995 年至 2000 年間開
發，主要是用於建立 Alicebot機器人。它是用於 A.L.I.C.E（人工語言互聯網計算
機實體）所設定聊天應用的免費軟體，並且開放免費讓大家使用和開發應用。 

Python 使用 AIML 需要第三方的函式庫，但是因為 Python 版本的關係， 
AIML 請安裝 0.9.1版， 其他版本中文字會有問題 ，而最新版本 0.9.2 確定不能
執行中文對話。請透過以下的方法安裝： 

 
 pip install aiml==0.9.1 

 
接下來建立您的第一個人工智慧的交談機器人，請使用以下的程式，匯入

AIML檔案並且使用。 

 範例程式：01-AIML-hello.py 
1. import aiml                   # 匯入 AIML函式庫 
2. kernel = aiml.Kernel() 

人工智慧標記語言

AI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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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rnel.learn("01-AIML-hello.xml")     # 匯入 AIML的 XML檔案 
4. while True:                    # 透過 CTRL-C 離開迴圈 
5.     print kernel.respond(raw_input("Enter your message >> ")) 

 執行結果 
Loading 01-AIML-hello.xml...done (0.04 seconds) 
Enter your message >> hello 
Well, hello! 
Enter your message >> WHAT ARE YOU? 
I'm a bot, silly! 
Enter your message >>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is PowenKo. 
Enter your message >> 
 
執行後，請輸入「 HELLO」、「WHAT ARE YOU」和「WHAT IS YOUR 

NAME 」，結果竟會有不同的答案，很有趣吧！因為程式是透過無限迴圈來處
理，如果要離開程式，可以透過 CTRL-C 按鍵離開迴圈。 

在這邊機器人會依照我們設計的簡單 AIML 檔案 01-AIML-hello.xml 來處
理問答，分別是： 

1. 問 HELLO回答 Well, hello! 

2. 問 WHAT ARE YOU回答 I'm a bot! 

3. 問 WHAT IS YOUR NAME 回答 My name is Powen Ko. 

而該 AIML其實就是 XML格式，而設計的方法如下。 

 範例程式：01-AIML-hello.xml 
1. <aiml version="1.0.1" encoding="UTF-8"> <!--開始 -->              
2.     <category>                       <!--狀態 1 --> 
3.         <pattern>HELLO</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4.         <template> 
5.             Well, hello! 
6.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 
7.     </category> 
8.     <category>          <!--狀態 1 --> 
9.         <pattern>WHAT ARE YOU</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10.         <template> 
11.             I'm a bot! 
12.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 
13.     </category> 
14.     <category>          <!--狀態 3 --> 
15.         <pattern>WHAT IS YOUR NAME</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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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emplate> 
17.             My name is Powen Ko. 
18.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 
19.     </category> 
20. </aiml>            <!--結束 --> 

 
在這 AIML文件中提到的相關 tag標籤，功用如下： 

<aiml> 

定義開始與結束 AIML文件 

<category> 

定義一個知識點給 Alicebot知識庫 

<pattern> 

定義一個 pattern樣版給使用者輸入 Alicebot 

<template> 

定義 Alicebot的回覆，對應使用者的輸入 

在後面章節會有詳細的 AIML介紹，網路上也有很多英文版的 AIML檔案，
可以透過搜尋引擎輸入「aiml .xml」就會出現很多範例。 

 
圖 13-1  AIML的 XML檔案資料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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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文版的 AIML 中完成度最高的是 Alice 專案，可以嘗試下載並添加
該 .aiml(XML) 檔案，會有更多有趣的反應，相信您也可完成一個 Siri的機器人。 

 
圖 13-2  Alice的人工智慧對話檔案 

 01-AIML-hello.mp4 

 13.2 中文機器人 

而中文的回答和應對也可以透過 AIML的設定就能完成，本範例的 Python
程式將介紹如何處理中文的應答，其處理的方法如下。 

 範例程式：02-AIML-helloChinese.py 
1. import aiml                             # 匯入 AIML函式庫 
2. kernel = aiml.Kernel() 
3. kernel.learn("02-AIML-helloChinese.xml") # 匯入 AIML的 XML檔案 
4. while True:                              # 透過 CTRL-C 離開迴圈 
5.     print kernel.respond(raw_input("Enter your messag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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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程式：02-AIML-helloChinese.xml 
1. <aiml version="1.0.1" encoding="UTF-8"> <!--開始 -->       
2.     <category>               <!--狀態 1 --> 
3.         <pattern>你好</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4.         <template> 
5.             我很好，你好！ 
6.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 
7.     </category> 
8.  
9.     <category>             <!--狀態 2 --> 
10.         <pattern>你是誰</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11.         <template> 
12.             我是機器人，先生！ 
13.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 
14.     </category> 
15.  
16.     <category>             <!--狀態 3 --> 
17.         <pattern>你的名字</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18.         <template> 
19.             我的名字是柯博文。 
20.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 
21.     </category> 
22. </aiml>                     <!--結束 --> 

 執行結果 
Loading 02-AIML-Chinesehello.xml...done (0.03 seconds) 
Enter your message >> 你好 
我很好，你好！ 
Enter your message >> 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柯博文。 
Enter your message >> 你是誰 
我是機器人，先生！ 
Enter your message >> 
 

 02-AIML-helloChinese.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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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AIML 語法教學 1－隨機對話 

在本章節將介紹幾個 AIML常用語的標籤，讓您的機器人可以更聰明。 

<random> 

亂數，用來指定多個回答，並取出其中一個回應。 

<li> 

用於表示多個回應。 

 範例程式：03-AIML-random.xml 
1. <aiml version="1.0.1" encoding="UTF-8"> 
2.     <category>                     <!--狀態 1 --> 
3.         <pattern>What do you want to eat?</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4.         <template> 
5.             <random>           <!--亂數回答 --> 
6.                 <li>Pizza.</li>   <!--回應的答案 1 --> 
7.                 <li>Apple.</li>     <!--回應的答案 2 --> 
8.                 <li>Noodle.</li>    <!--回應的答案 3 --> 
9.             </random> 
10.         </template> 
11.     </category> 
12. </aiml> 

 

 範例程式：03-AIML-random.py 
1. import aiml                 # 匯入 AIML函式庫 
2. kernel = aiml.Kernel() 
3. kernel.learn("03-AIML-random.xml")    # 匯入 AIML的 XML檔案 
4. while True:                  # 透過 CTRL-C 離開迴圈 
5. print kernel.respond(raw_input("Enter your message >> ")) 

 執行結果 
Enter your message >>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Noodle. 
Enter your message >>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Apple. 
 

 03-AIML-random.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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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IML 語法教學 2－變數 

另外 AIML常用語法中，也能設定變數，讓您的機器人也能儲存的功能。 

<star> 

用來指定標籤的中的 * 文字，也就是使用者可以指定任何用字，並取出來
使用。 

<set> 

用於在 AIML變數中設置值。 

<get> 

用於獲取儲存在 AIML變數中的值。 

 範例程式：04-AIML-all.xml 
1. <aiml version="1.0.1" encoding="UTF-8"> 
2.     <category>                         <!--狀態 star  1 --> 
3.       <pattern>I LIKE *</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4.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5.          I too like <star/>.      <!--回答+星號 --> 
6.       </template> 
7.     </category> 
8.     <category>                     <!--狀態 star 2 --> 
9.       <pattern>DO YOU LIKE * OR *</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10.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11.          I like <star index = "1"/> better than <star index = "2"/>.  
  <!--回答+星號 1+ 星號 2 --> 
12.       </template> 
13.     </category> 
14.  
15.     <category>                       <!--狀態 set get 1 --> 
16.       <pattern>I AM *</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17.       <template>                   <!--回應的答案--> 
18.          Hello <set name = "username"> <star/>! </set>   
  <!--回答+儲存變數 username --> 
19.       </template>   
20.     </category>   
21.     <category>                        <!--狀態 set get 2 --> 
22.       <pattern>GOOD NIGHT</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23.       <template> 
24.          Hi <get name = "username"/> !    <!--回答+變數 username + 驚嘆號 --> 
25.       </template>   
26.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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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category>                  <!--狀態 yes no  1 --> 
29.       <pattern>WHAT ABOUT MOVIES</pattern> <!--判斷關鍵字 --> 
30.       <template>Do you like comedy movies</template>   
31.     </category> 
32.  
33. </aiml> 

 範例程式：04-AIML-all.py 
1. import aiml                      # 匯入 AIML函式庫 
2. kernel = aiml.Kernel() 
3. kernel.learn("04-AIML-all.xml")     # 匯入 AIML的 XML檔案 
4. while True:                            # 透過 CTRL-C 離開迴圈 
5. print kernel.respond(raw_input("Enter your message >> ")) 

 執行結果 
Loading 04-AIML-all.xml...done (0.04 seconds) 
Enter your message >> I like apple 
I too like apple. 
Enter your message >> Do you like apple or banana 
I like apple better than banana. 
Enter your message >> I am Powen 
Hello  Powen! 
Enter your message >> Good night 
Hi  Powen!  Thanks for the conversation! 
Enter your message >> what about movies 
Do you like comedy movies 
 

當完成 AIML的檔案時，可以透過 template的方法，把多個 AIML檔案合
併在一起，統一使用。範例檔案如下。 

 04-AIML-all.mp4 

 整合 AIML範例 

 範例程式：005-AIML-load.xml 
1. <aiml version="1.0.1" encoding="UTF-8"> 
2.     <category> 
3.         <pattern>LOAD AIML B</pattern>        <!--模組名稱  --> 
4.         <template> 
5.             <learn>01-AIML-hello.xml</learn>  <!--AIML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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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arn>02-AIML-helloChinese.xml</learn> <!--AIML檔案--> 
7.             <learn>03-AIML-random.xml</learn>   <!--AIML檔案--> 
8.             <learn>04-AIML-all.xml</learn>       <!--AIML檔案--> 
9.         </template> 
10.     </category> 
11. </aiml> 

 範例程式：05-AIML-load.py 
1. import aiml                     # 匯入 AIML函式庫 
2. kernel = aiml.Kernel() 
3. kernel.learn("05-AIML-load.xml")   # 匯入 AIML的 XML檔案 
4. kernel.respond("loaded aiml b") 
5. while True:                      # 透過 CTRL-C離開迴圈 
6. print kernel.respond(raw_input("Enter your message >> ")) 

 執行結果 
Loading 05-AIML-load.xml...done (0.03 seconds) 
Loading 01-AIML-hello.xml...done (0.00 seconds) 
Loading 02-AIML-helloChinese.xml...done (0.00 seconds) 
Loading 03-AIML-random.xml...done (0.00 seconds) 
Loading 04-AIML-all.xml...done (0.00 seconds) 
Enter your message >> hello 
Well, hello! 
Enter your message >> 你好 
我很好，你好！ 
 

 05-AIML-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