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模型就會被強化。如果父母說我們錯了，我們就會調整模型，以納入這個新的訊
息。在我們的一生中，隨著吸取的經驗越來越多，我們的模型也會越來越準確。這一切
顯然都是潛意識下的行為，雖然我們不見得有意識到，但還是可以享受到它給我們帶來

的好處。
was confirmed by our parents, our model would be 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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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a more on
general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ch isofpredicated
this idea
of learning
from example.
In
ich
is
predicated
on
this
idea
of
learning
from
example.
In
of teaching a computer a massive list of rules to solve the
h(𝐱,θ)
of
teaching
a 為了更嚴謹表達我們的想法，接下來我們改用數學方式來說明。首先用一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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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機器學習演算法把一張圖片轉換成向量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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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這個輸入項代表的是一個參數向量，其中每一個分量就代表模型所使用到的每一個參
parameters
that
our modelasuses.
machine
learning
ehevalues
of these
parameters
it is Our
exposed
to more
and
數。隨著機器學習程式所遇過的實例越來越多，這些參數值也會越來越趨於完美。稍後
e values
of and
theseinparameters
is exposed
is
in action
more detailasinitChapter
2. to more and
我們在第二章就會看到更多實際的細節。
is in action and in more detail
in Chapter 2.
e understanding for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let’s walk
ve
machine learning
models,exam
let’s walk
et’sunderstanding
say we wantedfor
to determine
how to predict
per‐
為了對機器學習模型有更直觀的理解，我們來看個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我們想根據前
Let’s say
we wanted
to determine
to predict
mber
of hours
of sleep
we get andhow
the number
of exam
hoursper‐
we
一天唸書與睡覺的時數，預測出隔天考試成績的好壞。首先，我們必須收集大量資料，
T
mber
of ahours
sleepand
wefor
geteach
and data
the number
x1 x2 we
collect
lot ofofdata,
point  of
= hours
,
T
x
x
，並記
其中每個資料點
collect
lot ofwedata,
data point
 = we1spent
2 ,都要記錄前一天睡覺的時數（x 1）和唸書的時數（x 2）
theeach
number
of hours
ours
of asleep
got and
(x1),for
the the
number
of hoursOur
we spent
hours
of sleep we
gotor
(xbelow
h(𝐱,θ) 建立模型如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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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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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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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n before this point. If it is unsatisfactory, we need more data in our dataset becau
the test set seems to consist of example types that weren’t well represented in t
training set. Otherwise, we are finished!

Preventing Overfitting in Deep Neural Networks

There are several techniques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to prevent overfitting duri
the training process. In this section, we’ll discuss these techniques in detail.
有一種克服過度套入的方法，叫做「 正則化
（regularization）
。正則化修改了我們想
One method
of combatting」
overfitting
is called regularization. Regularization mod

fie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that we minimize by adding additional terms that penali
要最小化的那個目標函數，修改的方式就是在函數中額外添加一個會懲罰大權重值的附
In otherf (θ)
words,
we θ change
the objective function so that
+ λf (θ)，其中
誤差weights.
會隨著
變大而跟著變
加項。換句話說，我們把目標函數改成large
becomes Error + λ f θ , where f θ grows larger as the components of θ grow larg
strength，這又是另一個超參數）
」。
大，而 λ 則是所謂的「正則化強度（regularization
and λ is the regularization
strength (another hyperparameter).
The value we choo
0 表示我們不採取任
for λ determines how much we= want
to protect against overfitting. A λ = 0 impl
我們為 λ 所選擇的值，就決定了我們想要防止過度套入的程度。λ
thatλwe
do not take any measures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overfitting. If λ is too larg
何措施，去阻止過度套入的可能性。如果
太大，我們的模型就會在嘗試找出能讓訓練
then our model will prioritize keeping θ as small as possible over trying to find t
θ 盡可能小一點。因此，挑選
λ 是非
組資料表現良好的參數值過程中，更優先於設法讓
parameter values
that perform well on our training
set. As a result, choosing λ is
常重要的工作，可能需要經歷一些嘗試錯誤的過程。
very important task and can require some trial and error.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regularization 5in machine learning is L2 regularization.5
正則化」。
它的實作方
在機器學習領域中，正則化最常見的一種型態就是所謂的「L2
can be implemented by augmenting the
error
function with the squared magnitude
式就是在神經網路中為每個權重值添加一個平方項，以此來強化誤差函數。換句話說，
all weights in the neural network. In other words, for every weight w in the neu
1
network, we add 2 λw2 到誤差函數中。L2
to the error function. The
L2 regularization has the intuiti
正則化的
就是針對神經網路中的每個權重值 w，分別添加一個
interpretation of heavily penalizing peaky weight vectors and preferring diffu
做法若從直觀上來解釋，就是一方面嚴厲懲罰具有極端值的權重向量，另一方面偏袒具
weight vectors. This has the appealing property of encouraging the network to use
有中庸值的權重向量。這種做法有個吸引人的特性，那就是它會鼓勵網路盡量多採用每
of its inputs a little rather than using only some of its inputs a lot. Of particular no
一個輸入值，而盡量不要只採用部分的輸入值。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梯度遞減更
is that during the gradient descent update, using the L2 regularization ultimate
means that every weight is decayed linearly to zero. Be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新期間使用 L2 正則化，就表示到最後每個權重值都會以線性的方式衰減到零。由於存
regularization is also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weight decay.
在這個現象，因此 L2 正則化也經常被稱之為「 權重衰減（weight decay）」。

我們可以運用 ConvNetJS 以視覺化方式呈現 L2 正則化的效果。這裡所使用的神經網路
輸出層也有
2 個神經
與圖 2-10 和圖 2-11 很類似，其輸入層都有
2 個神經元，softmax
5 Tikhonov,
Andrei Nikolaevich, and Vladlen
Borisovich Glasko.
“Use of the regularization method in non-

linear problems.” USSR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Physics 5.3 (1965): 93-107.
元，再加上一個含有 20 個神經元的隱藏層。我們運用小批量梯度遞減法（每次小批量

資料的數量為 10），然後分別用 0.01、0.1、1 的正則化強度來訓練網路。結果如圖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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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分別以 0.01、0.1、1 的正則化強度（按此順序排列），對神經網路進行訓練的結果

5

參見 Tikhonov, Andrei Nikolaevich 和 Vladlen Borisovich Glasko 的《Use of the regularization method in nonlinear problems（ 在 非 線 性 問 題 中 使 用 正 則 化 方 法 ）》， 取 自《USSR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and
Mathematical Physics （蘇聯計算數學和數學物理）》，5.3（1965）：第 93-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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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在每次進行小批量訓練期間，隨機拋棄的做法會把網路中的每個神經元，設定成某個特定
機率下是失效的

隨機拋棄的概念很直觀、很容易理解，但其中還是有些相當重要而錯綜複雜的考慮。首
先，我們總是希望神經元在測試期間的輸出，能與訓練期間的預期輸出具有相同的意
義。我們可以在測試期間對輸出值進行比例調整，以解決這個問題。舉例來說，如果
p = 0.5，神經元在測試期間的輸出值就必須減半，這樣才能獲得與訓練期間意義相同的
（預期）輸出值。這應該很容易理解才對，因為在訓練期間，神經元的輸出值有 1 − p 的
機率會被設為 0。這也就表示，如果神經元在沒有被隨機拋棄之前的輸出是 x，那麼在
經歷過隨機拋棄程序之後，預期的輸出就會變成 E[ 輸出 ] = px + (1 − p) · 0 = px。不過，
這種單純的隨機拋棄實作方式並不是我們想要的，因為這種做法必須特別記住要在測試
期間對神經元輸出值進行比例調整。由於模型在測試期間的表現對於模型的評估來說非
常重要，因此我們最好改用「 反向隨機拋棄（inverted dropout）」的做法—這種做法
就是改成在訓練期間進行比例調整，而不是在測試期間進行調整。在反向隨機拋棄的做
time. In inverted dropout, any neuron whose activation hasn’t been silenced has its
p。經過這
法中，所有那些未失效神經元的輸出值，在傳送到下一層之前，都要先除以
output divided by p before the value is propagated to the next layer. With
this
x
fix, E output
1 −−pp)··00 ==x,x，我們就不必在測試期間對神經元輸出進
and we can avoid arbitrarily scaling neuronal
樣的調整之後，E[
輸出 ] == pp ·· p ++ (1
output at test time.
行任何比例調整了。

Summary
In this chapter, we’ve learned all of the basics involved in training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s. We’ve talked about gradient descent, the backpropagation algorithm, as
well as various methods we can use to prevent overfitting. In the next chapter, we’ll
put these lessons into practice when we use the TensorFlow library to efficiently
implement our first neural networks. Then in Chapter 4, we’ll return to the problem
of optimizing objective functions for training neural networks and design algorithms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performance. These improvements will enable us to process
much more data, which means we’ll be able to build more comprehensiv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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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dir 應該設為那些總結性統計數字所在的目錄，而 tf.train.SummaryWriter 則會根據
所設定的目錄，對那些總結性統計數字進行序列化轉換。這個路徑必須是絕對路徑（而
不是相對路徑），否則 TensorBoard 有可能會找不到記錄。一旦成功啟動 TensorBoard，
相應資料應該就會在 http://localhost:6006/ 呈現出來，我們可以用瀏覽器到該網址進行
瀏覽。
如圖 3-5 所示，第一個分頁包含了我們所收集的總結性純量資料。我們可以觀察到每一
小批量資料的成本和驗證誤差，兩者都隨時間推移而逐漸下降。

圖 3-5：TensorBoard 事件視圖

另外還有一個分頁（如圖 3-6 所示），會以視覺化方式呈現我們所構建好的完整計算
圖。這個圖並不是特別容易解釋，但是當我們遭遇到意想不到的行為時，圖的呈現方式
可用來做為一個相當有用的測試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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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差曲面的平坦區域
雖然在我們的分析中，局部極小值似乎並沒有帶來什麼麻煩，但我們注意到有個特別平
坦的區域—當接近 alpha=1 時，梯度也接近於零。這一點並不是局部極小值，因此它
並不會讓我們完全被陷住，但如果不幸遇到這種情況，接近零的梯度似乎很有可能會減
緩學習的速度。
一般來說，不管是什麼樣的函數，只要有梯度為零向量的點，那個點就稱為「 臨界點
（critical point）」。臨界點有好幾種不同的種類。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局部極小值的情
況。同樣地，應該不難想像也有所謂的「 局部極大值（local maxima）」，不過它應該不
至於對隨機梯度遞減造成什麼大問題才對。但那些介於兩者之間、有點奇怪的臨界點，
會不會造成什麼問題呢？那些「平坦」的區域，我們稱之為「 鞍點（saddle points）」，
雖然它有可能帶來某些潛在的麻煩，但並不一定會造成很嚴重的問題。函數的維度如果
as our function has more ，我們遇到鞍點的可能性，就會比遇到局
and more dimensions (i.e., we have more and more param‐
越來越多（也就是說，模型的參數越來越多）
eters in our model), saddle points are exponentially more likely than local minima.
部極小值的機率要高出許多。後面我們就用比較直覺的方式，試著解釋其中的理由。
Let’s try to intuit why.
For a one-dimensional cost function, a critical point can
one of three forms, as
對於一維成本函數來說，臨界點有可能是三種形式其中的一種，如圖
4-4take
所示。如果不
shown in Figure 4-4. Loosely, let’s assume each of these three configurations is
要那麼嚴格，我們姑且假設這三種形式出現的機率全都是相同的。這也就是說，如果
equally likely. This means given a random critical point in a random one-dimensional
在某個一維函數中有個隨機臨界點，這個點就有三分之一的機率是個局部極小值。這同
function, it has one-third probability of being a local minimum. This means that if we
k
have a total
of k critical points, we can expect to have a total of 3 個局部極
local minima.
k 個臨界點，那我們就可以預期總共應該會有
時也就表示，如果我們總共有

小值。

Figure 4-4. Analyzing a critical point along a single dimension
We can also extend this to higher dimensional functions. Consider a cost function
operating in a d-dimensional space. Let’s take an arbitrary critical point. It turns out
圖 4-4：一維臨界點分析
that figuring out if this point is a local minimum, local maximum, or a saddle point is
a little bit trickier than in the one-dimensional case. Consider the error surface
in Figure 4-5. Depending on how you slice the
surface (from A to B or from C to D),
d 維空間中運行的成本函
我們可以把這個推論，擴展到更高維度的情況。考慮某個在
the
critical
point
looks
like
either
a
minimum
or a maximum. In reality, it’s neither.
數。我們在其中隨意取某個臨界點。如果要判斷這個點究竟是局部極小值、局部極大值
It’s a more complex type of saddle point.
還是鞍點，情況顯然會比一維的情況稍微複雜些。請考慮一下圖 4-5 中的誤差曲面。你

若以不同方式切割曲面（從 A 到 B 或從 C 到 D），臨界點的意義就有可能隨之而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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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極小值，也有可能是極大值）。事實上，它既不是極小值、也不是極大值。它其
實是一種更複雜的鞍點型態。

圖 4-5：二維誤差曲面上的一個鞍點

In general, in a d-dimensional parameter space, we can slice t
on d different axes. A critical point can only be a local mini
In一般來說，如果是在一個
general, in a d-dimensional parameter
space, we can slice throughlocal
a critical
point in everyd single
d 維的參數空間中，我們就可以在臨界點上切割出
種不同的
minimum
one of the d one-dimensiona
on軸向。如果某個臨界點在每個（d
d different axes. A critical point can only
be
a
local
minimum
if
it
appears
a
fact that a as
critical
point can come in one of three differ
個）一維子空間中呈現出來的全都是局部極小值，那
Using subspace,
the
local minimum in every single one of the d one-dimensional subspaces.
dimensional
we realize that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an
麼這個臨界點就可以確定是個局部極小值。我們知道在一維子空間中，臨界點屬於三種
fact
that a critical point can come in one of three different flavors in a one1
a random function is d . This means that a random function
dimensional
subspace, we realize that the probability that a random critical point is in
不同型態其中一種的可能性為三分之一，因此任意函數中臨界點確定為三種型態其中一
3
1
k
a random
function
is
.
This
means
that
a
random
function
function
with
k
critical
points
has
an
expected
number of d local minima. In other wo
種的機率，就是 d 。這也就表示，一個具有 k 個臨界點的隨機函數，預期應該會有
3

3

k
個局部極小值。換句話說，隨著參數空間維度的增加，局部極小值出現的機率也會以
of our parameter space increases, local minima become ex
points
has an expected number of d local minima. In other words, asality
the dimension‐
3
A more rigorous treatment of this topic is outside the scop
指數形式變得更加罕見。針對這個議題更嚴格的處理，並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不過在
ality of our parameter space increases, local minima become exponentially
more
rare.extensively by Dauphin et al. in 2014.3
explored
more
3
等人 treatment
2014 年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更廣泛的探討。
A Dauphin
more rigorous
of this topic i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is book, but is
So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optimizing deep learning models?
explored more extensively by Dauphin et al. in 2014.3
descent, it’s still unclear. It seems like these flat segments of the
這對於深度學習模型的最佳化，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對於隨機梯度遞減來說，目前還不
So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optimizing deep learning models? For stochastic
gradientdon’t prevent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from
but ultimately
是很清楚。這些平坦的誤差曲面似乎蠻討厭的，但它終究無法阻止隨機梯度遞減法收斂
descent,
it’s still unclear. It seems like these flat segments of the error surface
are
pesky it does pose serious problems for methods t
answer. However,
but
ultimately don’t prevent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from converging
to
a
得出一個很好的答案。但對於那些嘗試根據梯度為零的點直接求解的方法而言，這確實
solve for a good
point where the gradient is zero. This has been a m
answer. However, it does pose serious problems for methods that attempt
to directly
usefulness
of certain second-order optimization methods for
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對於某些採用二階最佳化方法的深度學習模型來說，這也會是個主
solve for a point where the gradient is zero. This has been a major hindrance
to the
which we will
discuss later.
要的障礙，我們稍後還會再進一步討論。
usefu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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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們想要偵測圖片中的垂直和水平線。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使用適當的特徵偵測器，
如圖 5-6 所示。比方說，如果要偵測垂直線，我們就使用上面那個特徵偵測器，將其滑
過整張圖片，並在每個位置檢查是否有匹配。右上角的矩陣就是我們所得到的答案。如
果有匹配的話，我們就在相應位置上用黑色標示起來。如果沒有匹配，我們就把它留
白。這個結果就是我們的「 特徵映射圖（feature map）」，它可用來表明我們在原始圖片
中找到了想要找的特徵。我們也可以用水平線偵測器（下面那個）進行同樣的處理，得
到右下角的那個特徵映射圖。

圖 5-6：在我們的範例中，運用過濾器偵測垂直和水平線

這其實就是所謂的「卷積（convolution）」操作。其做法就是取一個過濾器，然後在整
個輸入圖片範圍內的不同位置，重複進行相乘運算。接下來我們運用以下架構，嘗試把
卷積操作改用網路中的神經元來表示。在這個架構中，正向饋送神經網路裡的各層神經
元，除了第一層輸入的是原始圖片像素值，其他各層全都是特徵映射圖。其中過濾器代
表的是由好幾個連接所構成的組合（圖 5-7 最左邊有三條指向同一個神經元的連接，它
就是一個過濾器—這三條連接在圖中特別以稍微暈開的方式標示），這樣的組合會在
整個輸入中不斷重複出現。在圖 5-7 中，相同顏色的連接被限制為具有相同的權重值。
為了做到這點，我們把所有具備相同權重的連接分在同一組，一起進行初始化，然後在
反向傳播每次迭代操作結束時，總是以整組權重的平均值做為權重的更新值。圖中的輸
出層，就是由此過濾器所生成的特徵映射圖。如果過濾器在前一層的相應位置偵測到某
特徵，特徵映射圖中相應的神經元就會被激活（ac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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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用立方體來表示全彩 RGB 圖片，並套用立方體卷積過濾器

正如我們在前一節所討論的，卷積層（由一組過濾器所組成）會把一個立方體的值轉換
成另一個立方體的值。過濾器的深度，會與輸入值的深度相對應。這樣一來，過濾器就
可以把所有已學習到的特徵訊息全部結合起來。卷積層輸出體的深度，就等於該層過濾
器的數量，因為每個過濾器都會生成相應的切片。我們在圖 5-9 中以視覺化方式呈現了
這些關係。

圖 5-9：以視覺化方式呈現卷積層的三維結構，其中每個過濾器都對應到輸出體中的一個切片

我們在下一節打算運用這些概念，再補上一些東西，以便對卷積層做出更完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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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可以檢查一下卷積網路經過學習之後所得出的過濾器，藉此了解網路在分類判斷
上有沒有發現什麼重要的東西。卷積層是以分層的結構來進行學習，因此我們可以預
期，第一個卷積層應該會學習到一些基本的特徵（邊緣，簡單曲線等），第二個卷積層
則會學習到一些更複雜的特徵。遺憾的是，即使我們以視覺化方式呈現第二個卷積層，
還是很難解釋其中的意義，所以我們在圖 5-18 只顯示第一層過濾器的圖片。

圖 5-18：網路第一個卷積層透過學習而獲得的過濾器（此處只顯示部分結果）

我們可以在過濾器中觀察到一些有趣的特徵：裡頭有一些垂直、水平和對角線，以及一
些被另一種顏色包圍的小點或小斑點。我們相信網路確實是在學習某些相關的特徵，因
為過濾器所呈現出來的並不是單純的雜訊。
我們也可以把各種圖片排列彙整起來，嘗試想像一下網路究竟是如何進行學習的。為
了進一步說明，我們採用的是一個已受過 ImageNet 訓練的大型網路訓練結果，然後把
每張圖片位於 softmax 層前面那個全連接層的隱藏狀態抓出來，接著取每張圖片的高維
表達方式，並使用一種稱為「t- 分佈式隨機相鄰嵌入（t-SNE，t-Distributed Stochastic
Neighbor Embedding）」的演算法，把結果壓縮成我們可用視覺方式觀察的二維表達方
式。
15

15

我們在這裡並不打算介紹關於 t-SNE 的細節，但是有一些公開的軟體工具可讓讀

參見 Maaten, Laurens van der 和 Geoffrey Hinton 的《Visualizing Data using t-SNE（利用 t-SNE 以視覺化
方式呈現資料）》，取自《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機器學習研究期刊）》9。11 月（2008）：
第 2579-26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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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給每個平方差賦予了相同的權重（除以風格重建所包含的層數）。具體來說，我們
用 的 是 原 始 VGGNet 架 構 的 relu1_1、relu2_1、relu3_1、relu4_1 和 relu5_1 層。 為 了 簡
潔起見，我們省略了關於 TensorFlow 程式碼（http://bit.ly/2qAODnp）的完整討論，不
過，這裡顯然又再次得到了一個相當可觀的結果。圖 5-20 所顯示的，就是我們把一張具
有標誌性的麻省理工學院圓頂照片，與另一張 Leonid Afremov 的作品《 雨公主（Rain
Princess）》進行混合之後的結果。

圖 5-20：《雨公主》與麻省理工學院圓頂照片混合的結果。圖片來源：Anish Athalye

學習其他問題領域的卷積過濾器
雖然本章的範例著重於圖片辨識，但卷積網路對於其他一些領域的問題也相當好用。
影片分析（video analysis）可以說是圖片分析很自然的一種延伸應用。事實上，只要
運用五維張量（把時間視為其中一個維度），並應用三維卷積，就可以做為把卷積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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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以視覺化方式呈現主成分分析（左）和自動編碼器（右）所生成的二維嵌入代碼。請注意，
自動編碼器區分不同數字的效果顯然好很多

我 們 在 本 節 成 功 打 造、 訓 練 了 一 個 正 向 饋 送 自 動 編 碼 器， 並 示 範 了 它 所 得 到 的 嵌 入
結 果， 顯 著 優 於 經 典 的 主 成 分 分 析 降 維 方 法。 下 一 節 我 們 將 探 討 一 個 叫 做「 降 噪 」
（denoising）的概念，它會以一種正則化的形式讓我們的嵌入獲得更強大的效果 。

降噪使嵌入表達方式更可靠
本節將探討一個叫做「 降噪（denoising）」的機制，它可以提高自動編碼器的能力，生
成更具有抵抗雜訊能力的嵌入。我們知道人類的感知，抵抗雜訊的能力出乎意料地高。
比方說，以圖 6-12 為例。雖然我已經破壞掉每張圖片其中一半的像素，但你還是可以輕
易分辨出其中的數字。事實上，即使是很容易混淆的數字（例如 2 和 7），你應該還是可
以輕易區分開來。

圖 6-12：上一行是來自 MNIST 資料集的原始圖片。下一行則是以隨機方式把其中一半像素變黑的結
果。雖然圖片遭到破壞，人類還是有能力分辨其中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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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展示了遞廻層的神經結構。所有神經元都具有：1）來自前一層所有神經元的傳
入連接，以及 2）傳往下一層所有神經元的傳出連接。不過除此之外，遞廻層中的神經
元並不是只有這些連接而已。與正向饋送層不一樣的是，遞廻層中還存在另一種所謂的
遞廻連接，可以在同一層神經元之間傳遞訊息。全連接遞廻層中的每個神經元，同時還
會從同一層所有其他神經元（包括自己）取得訊息。因此，一個具有 r 個神經元的遞廻
2

層，總共就會有 r 條遞廻連接。

圖 7-14：帶有遞廻連接的遞廻層，其中遞廻連接（recurrent connection）指的就是位於同一層神經
元之間的連接

為了更清楚理解 RNN 的工作原理，我們就來探討一下，在經過適當的訓練之後，它會
表現出什麼樣的行為。每當我們想要處理一個新序列時，都會先創建出一個新的模型實
例。我們可以把網路實例的生命週期劃分成幾個不連續的時間步驟，藉此觀察這種包含
有遞廻層的網路運作的情況。在每個時間步驟中，我們都會給模型送入輸入的下一個元
素。正向饋送連接所呈現的是從一個神經元到另一個神經元的訊息流，其中所傳輸的資
料，就是當下時間步驟中神經元所計算出來的判斷結果。然而，遞廻連接所呈現的訊息
流，其中的資料則是神經元在 前一時間步驟中保存下來的判斷結果。因此，遞廻網路中
神經元的判斷結果，代表的其實是網路實例的累積狀態。遞廻層中神經元的初始判斷結
果就是 我們模型的參數，我們希望能得出這些參數的最佳值，就像我們希望透過訓練過
程得出每個連接權重的最佳值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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