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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與「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Data Mining）」這個領域早已存在數十年，它就像機器學習許多

術語一樣，經常被誤解或誤用。在本書中我們所認為的「資料探勘」，指的就

是「從資料（data）提取出資訊（information）」的過程。而機器學習指的則是
演算法，也就是在資料探勘過程中，可從原始資料提取出結構化描述方式的那

些演算法。我們可以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思考何謂「資料探勘」：

• 想要學習某些概念

 ─ 我們需要一些原始資料樣本

• 資料樣本都是由一行一行或一組一組的資料所構成

 ─ 資料會呈現出某些特定的模式

• 機器可以從資料所呈現的模式中，學習到某些概念

 ─ 運用的是機器學習演算法

總體來說，這整個過程就可以視為「資料探勘」的過程。

IBM和史丹佛大學（http://infolab.stanford.edu/pub/voy/museum/samuel.html）的人工智慧

（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先驅 Arthur Samuel曾把機器學習定義如下：

無需寫出精確程式碼，就可以讓電腦具備學習能力的一個研究領域。

Samuel創造了一種軟體，可以學習如何下棋，並根據棋盤上特定局面的勝負機率，調整
下棋的策略。到目前為止，先找出最後可導致勝負結果的模式，然後再辨認出其中可獲

勝的模式並予以強化，這種基本做法已成為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的基礎。

機器可透過自我學習而達成目標，這樣的概念幾十年來始終令人著迷。現代人工智慧之

父 Stuart Russell（https://www2.eecs.berkeley.edu/Faculty/Homepages/russell.html）和 Peter 
Norvig（http://norvig.com）在他們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人工智

慧：現代做法）》（http://aima.cs.berkeley.edu）一書中，對此做出了一種（或許是最好

的）詮釋：

一個緩慢而微小的大腦（不管是生物的還是電子的），究竟是透過什麼方式，

而能夠感知、理解、預測甚至操控一個比它本身更大更複雜的世界呢？

http://infolab.stanford.edu/pub/voy/museum/samuel.html
https://www2.eecs.berkeley.edu/Faculty/Homepages/russell.html
http://norvig.com
http://norvig.com
http://aima.cs.berkeley.edu
http://aima.cs.berkeley.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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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暗示了人們如何從自然界發現各種程序與演算法，進而受到啟發，得出各種與學

習相關的不同構想。為了更清楚說明深度學習在本書中的定位，圖 1-1畫出了我們心目
中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彼此間的關係。

人工智慧領域

機器學習領域

深度 
學習

圖 1-1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之間的關係

人工智慧的領域涵蓋非常廣泛，而且早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了。機器學習只不過是人

工智慧的一個子領域，而深度學習也只是機器學習的一個子領域而已。我們現在就來快

速檢視一下深度學習的另一個基本概念—「神經網路」，看看它是如何從生物界中獲

得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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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分佈

圖 1-5　常態分佈的例子

中央極限定理

只要樣本取樣的數量夠大，樣本均值的取樣分佈就會非常接近常態分佈。即使

樣本母體的分佈並非常態分佈，還是會呈現出這樣的現象。

因此我們基於這個事實，就可以根據平均值分佈近似常態分佈的現象，來進行

統計推論。無論樣本的母體是否呈現常態分佈，我們都可以確認這個做法不會

有問題。

在電腦科學領域中，我們發現當演算法反覆從非常態分佈的母體中取樣時，這

個現象特別重要。我們在繪製母體樣本直方圖時，往往會呈現出常態分佈的情

況，其實就是這種效應在起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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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入不足和過度套入

我們之前曾提過，最佳化演算法一開始要先解決「套入不足（underfitting）」的問題；
換句話說，我們一開始只是採用了一條與資料之間還不是很近似的直線，然後再設法讓

這條直線與資料更接近一點。假設我們想把資料散佈圖中不同類別的資料切分開來，如

圖 1-7所示，用直線來切分的話，就成了一個套入不足的好例子。

套入不足 不錯的套入結果 過度套入

圖 1-7　機器學習中「套入不足」和「過度套入」的例子

如果套入的曲線把資料切分得太過完美，很可能就是遇到了相反的問題，稱為「過度套

入（overfitting）」。解決套入不足當然是優先要考慮的問題，但在機器學習方面，有很
多努力其實都花費在解決過度套入的問題。如果我們說某個模型過度套入整組資料，意

思就是它有可能在面對訓練資料時錯誤率很低，但面對我們感興趣的母體資料時，通用

性卻很差。

另一種解釋過度套入的方式，就是可以考慮一下資料的分佈情況。我們利用訓練組資料

畫出了一條具有預測能力的線，但訓練組資料只不過是從一整組更大的未知資料集取樣

的結果，如果我們希望畫出來的線能具備預測的能力，這條線面對更大的整組資料集時

也必須具有同樣的套入效果才行。因此我們必須假設，我們的樣本組必須是更大一整組

資料集的一個鬆散的代表。

最佳化

前面曾提過，我們可以利用調整權重的方式，讓資料的預測越來越準確，這整個過程就

叫做「參數最佳化（parameter optimization）」。你可以把這整個過程，想像成一種科學

方法。首先可以用某種公式做出假設，接著對實際資料進行測試，然後一次又一次地改

善或改變假設，以設法對真實世界的事件做出更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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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初始權重（比方說，假如想訓練一個網路來分辨花的種類，我們應該知道花瓣的長度

很重要，但顏色就不是那麼重要了）。我們也可以隨機選擇初始權重，然後讓網路自己

完成所有的工作。

我們的目標，就是盡可能快一點把權重往下移到誤差較小的區域。像梯度遞減這樣的最

佳化演算法，可以計算出每個權重所在位置相應的實際梯度；也就是說，它知道哪個方

向是往下的。梯度遞減演算法會計算出斜率（權重變化所引起的誤差變化），並且把權

重朝向坡谷底部移動一步。它是利用損失函數的導函數來計算出梯度值。梯度會告訴最

佳化演算法下一步該往哪個方向移動，如圖 1-9所示。

成本

權重值

梯度

整體最小值

圖 1-9　隨機梯度遞減（SGD）演算法會讓權重變化朝向整體最低值的方向

導函數衡量的是函數的「變化率」。在凸面最佳化演算法中，我們想要找的就是函數

導函數等於 0的點。這個點也稱為函數的「穩定點（stationary point）」或「最小點

（minimum point）」。在最佳化演算法中，我們是以函數最小化來做為函數最佳化的目標。

「梯度」究竟是什麼？

「梯度（gradient）」的定義，就是函數 f某一維相對於其他好幾維的導函數。
它是以函數 f的 n個偏導函數所構成的向量來表示。在最佳化演算法中最有
用的是，梯度會指向函數增長率最大的方向，而向量的大小則代表該方向的 
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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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值 輸入層 隱藏層 1 隱藏層 2 輸出層

圖 2-7　全連結的多層正向饋送神經網路拓撲結構

隱藏層。　在正向饋送神經網路中，一定會有一或多個隱藏層。層與層之間連結的權重

值，就是神經網路從原始訓練資料中提取出學習訊息的地方。我們都知道單層感知器網路

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這裡的隱藏層就是讓神經網路得以採用非線性函數建立模型的關鍵。

輸出層。　我們就是從輸出層取得模型所給出的答案或預測。也可以說，我們是運用神

經網路模型，把輸入空間映射到輸出空間，因此輸出層會根據輸入層的輸入，為我們

提供輸出的結果。基於神經網路不同的設定，最終的輸出有可能是一組實數值（迴歸結

果），也有可能是一組機率值（分類結果）。這取決於我們在輸出層神經元所使用的是哪

一種類型的激活函數。輸出層通常會使用「softmax 函數」或「S 型激活函數」來達到

分類的效果。本章稍後就會討論這兩種激活函數的區別。

層與層之間的連結。　在一個全連結的正向饋送網路中，層與層之間的連結全都是從前

一層的所有神經元傳往下一層的所有神經元。我們會透過反向傳播學習演算法，逐漸改

變其中的權重值，找出權重值的最佳解。我們可以用數學的方式理解權重值，把它視為

之前介紹線性代數時提過的參數向量，然後把機器學習的過程，描述為以最小化誤差的

方式最佳化參數向量（以這裡的情況來說就是「權重向量」）的過程。

我們現在已介紹過正向饋送神經網路的基本結構。本章其餘部分將更詳細介紹反向傳播

的訓練機制，以及激活函數的相關細節。本章最後還會再討論一些常見的損失函數和超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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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型 ReLU

洩漏型 ReLU（leaky ReLU）是減輕「死亡 ReLU（dying ReLU）」問題的一種策略 2。

與 x < 0時函數就設為零的做法不同的是，洩漏型 ReLU是在 x < 0時採用了比較小（例
如「0.01左右」）的負斜率。這種 ReLU的變形做法在實務上獲得了一些成功，但結果
並不總是很有一致性。這裡給出方程式如下：

如果 x>0
如果 x≤0

Softplus 函數

這個激活函數被認為是「ReLU的平滑版本」，如圖 2-15所示。各位可以把此圖與圖
2-14的 ReLU進行比較。

圖 2-15　ReLU與 softplus激活函數的圖形

從圖 2-15可以看到，softplus激活函數（f(x) = ln[ 1 + exp(x) ]）具有與 ReLU函數相似的
形狀。與 ReLU相比較的話（http://www.jmlr.org/proceedings/papers/v15/glorot11a/glorot11a.

pdf），我們還可以注意到 softplus函數在圖上的每個位置都具有可微分性和非零導函數。

2 參見 Li、Karpathy 的「CS231n：用於視覺識別的卷積神經網路」（課程筆記）。詳見 http://cs231n.stanford.
edu 和 http://cs231n.github.io。

http://www.jmlr.org/proceedings/papers/v15/glorot11a/glorot11a.pdf


120 | 第三章：深度網路基礎

RBM 的其他用途

以下是我們可以看到 RBM在其他方面運用的例子：

• 降維

• 分類

• 迴歸

• 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

• 主題模型化（Topic modeling）

自動編碼器

我們也可以使用自動編碼器，來學習資料集的壓縮表達方式。通常我們會使用它來降低

資料集的維度。自動編碼器網路的輸出，就是輸入資料以最有效率的形式重建的結果。

與多層感知器的相似之處

自動編碼器與多層感知器神經網路具有很強的相似性，因為它們都具有輸入層、隱藏層

和輸出層。多層感知器網路的圖形（取自前面的章節）和自動編碼器的圖形，兩者之間

最關鍵的區別就是，自動編碼器的輸出層與輸入層具有相同的單元數量。

圖 3-7呈現了一個自動編碼器網路的例子。

輸入層 瓶頸 網路重建結果

圖 3-7　自動編碼器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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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映射圖

回想一下第 1章就知道，如果神經元決定讓訊息往後傳送，激活值就會是一個數字。這
個值是輸入、激活函數、連結權重的一個函數。如果我們說過濾器被「激活」了，意思

就是過濾器允許訊息從輸入立方體流向輸出立方體。

訊息在 CNN正向傳遞期間，我們會把每個過濾器滑過輸入立方體的整個空間維度（沿
著寬度與高度）。這樣就會生成一個二維輸出，我們稱之為該特定過濾器的激活映射

圖。圖 4-13所呈現的是激活映射圖與我們先前介紹過的卷積特徵（convoluted feature）
這兩個概念的關係。

卷積計算後 
的特徵值

特徵映射圖

圖 4-13　卷積特徵和激活映射圖

圖 4-13右側的激活映射圖只不過是另一種不同的呈現方式，而它就是卷積激活映射圖在
一般文獻中所呈現的方式。

激活映射圖

在某些文獻中，卷積層所輸出的「激活映射圖（activation map）」有

時會被稱為「特徵映射圖（feature map）」，但我們還是把它稱為激活 

映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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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向量的每個特徵欄位，並不一定在每個時間步驟都有對應的值，尤其是當我們把帶

有描述符（descriptor）的資料（例如取自靜態資料庫中某些欄位的資料）與時間序列
資料（例如每分鐘量測一次的加護病房患者心率資料）混合在一起使用的情況。針對這

種時間步驟相應值「不整齊（jagged）」的情況，我們就需要使用遮罩（masking）的做

法，讓 DL4J知道向量中哪些位置的值才是真實的資料。為了達到此目的，我們提供一
個額外的矩陣做為遮罩，把輸入向量中至少有一個特徵欄位含有資料的時間步驟特別標

示出來，如圖 4-19中所示。

輸入遮罩 
（只針對時間步驟）

單一輸入
（欄位 +時間步驟）

圖 4-19　運用遮罩把特定時間步驟標示出來

第 3章提供了真正的程式碼範例，其中就顯示了這些遮罩的設置方式。

為什麼不用馬可夫模型？

在處理模型中的時間維度時，我們很自然就會想到「馬可夫模型（Markov mod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dden_Markov_model）」這個選項。馬可夫模型是另一種類

型的機器學習模型，它已被廣泛運用於序列的模型化。馬可夫模型的限制因素在於，隨

著其前後文窗口的增大，最終這類模型在計算上對遠距相關性的模型化會變得很不切 
實際。

file:///D:\基峰資訊\2018\(雯)A559_2019\譯稿\ 馬可夫模型（Markov%20mode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dden_Markov_model） 
file:///D:\基峰資訊\2018\(雯)A559_2019\譯稿\ 馬可夫模型（Markov%20model，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dden_Markov_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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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RNN網路具有這種遞迴的連結方式，因此可比傳統神經網路傳遞更多的訊息，我
們到了下一節就會看到更多相關說明。

LSTM 單元

RNN層中的神經單元，屬於傳統人工神經元的一種變形。

每個 RNN神經單元都具有兩種連結：

• 來自前一時間步驟的連結（源自神經元本身的輸出）

• 來自上一層的連結

LSTM網路中的記憶單元，則是讓網路能夠長時間保留住狀態的核心概念。LSTM單元
的主體稱為「LSTM 模塊（LSTM block）」，其結構如圖 4-24所示。

輸出

輸入

輸入

輸入

輸入

區塊輸出
遞迴

遞迴

遞迴

遞迴

遞迴

遺忘閘

窺孔

LSTM 
單元

區塊輸入

輸入閘

輸出閘

未含權重連結

已含權重連結

時間延遲連結

分支點

乘法

加總所有輸入

閘激活函數 
 （總是使用 S型函數）

輸入激活函數 
（通常使用 tanh函數）

輸出激活函數 
（通常使用 tanh函數）

圖例說明

圖 4-24　LSTM模塊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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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大的學習速率：不穩定

參數值 參數值

損
失
函
數
值

損
失
函
數
值

偏小的學習速率：效率差

圖 6-1　SGD與學習速率

理想情況下，我們希望在訓練剛開始時可以用比較大的學習速率，然後隨著訓練的過

程，讓它隨時間逐漸下降。如果我們使用動量演算法（將在下一節中介紹），訓練過程

中學習速率下降時，緩慢增加動量值將會是一種有利的做法。

動量與特定更新程序

如果使用 Adam或 RMSProp等更新程序，就不能搭配使用動量的做法。

增加學習速率的設定值

單純增加學習速率的初始設定值，並不總是有用的做法，因為一開始雖然

有可能學習得很好，但長期來看演算法學習的時間反而有可能會更長。

理想情況下，我們希望可以採用某種非固定的學習速率，而且最好可以在多個層級上設

定學習速率：

• 在整體範圍內

• 各層

• 各個神經元

• 各個參數（各個神經元都有多個參數、偏差值等）12

12 參見 Bengio 於 2012 年發表的「基於梯度的深度架構訓練的實務建議（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Gradient-Based Training of Deep Architectures）」，出自 Muller 等人於 2012 年所著的《神經網路：交易
技巧（第二版）（Neural Networks: Tricks of the Trade, Second E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