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談人工智慧：流行名詞、
科學與文化

衷嵐焜博士

奇點無限有限公司創辦人



大綱

• A.I.?什麼是A?什麼是I?

• 為什麼要談A.I.?

• 幾個流行名詞解析
• 大數據 vs 物聯網 vs 機器學習 vs 深度學習 vs資料科學 vs 演算法

• 幾個『所謂』A.I.的實踐範例

• A.I.時代，政府該怎麼『導入』？

• 結論



你的智慧不是我的智慧



智慧(Wisdom)

• （狹義的）是高等生物所具有的基於神經器官（物質基礎）一種
高級的綜合能力，包含有：感知、知識、記憶、理解、聯想、情
感、邏輯、辨別、計算、分析、判斷、文化、中庸、包容、決定
等多種能力。智慧讓人可以深刻地理解人、事、物、社會、宇宙、
現狀、過去、將來，擁有思考、分析、探求真理的能力。

• 與智力不同，智慧表示智力器官的終極功能，與「形而上者謂之
道」有異曲同工之處，智力是「形而下者謂之器」。智慧使我們
做出導致成功的決策。 多算勝，少算不勝

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這是Intelligenc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6%85%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BB%8F%E5%99%A8%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0%E5%BF%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BB%E8%BE%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BA%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7%E5%AE%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5%8A%9B


智力(Intelligence)

• 智力或智能是指生物一般性的精神能力。這個能力包括以下幾點：
推理、理解、計劃、解決問題、抽象思維、表達意念以及語言和
學習的能力。

• 計算機科學促進了對人工智慧領域的研究，這些研究旨在尋求如
何使計算機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運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5%8A%9B

其實是人工智能
或人工智力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8%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8%A7%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5%88%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A3%E5%86%B3%E9%97%AE%E9%A2%98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BD%E8%B1%A1%E6%80%9D%E7%BB%B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A8%E8%BE%BE%E6%84%8F%E5%BF%B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4%B9%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E7%A7%91%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B7%A5%E6%99%BA%E8%83%BD


孫子兵法：

探討了與戰爭有關的一系列矛盾的對立和轉化，如敵
我、主客、眾寡、強弱、攻守、進退、勝敗、奇正、
虛實、勇怯、勞逸、動靜、迂直、利患、死生等等。

機器是否能夠辯證？！

談到智慧(Wisdom)，辯證就是一種產生智慧的手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4%BA%89


AI學者對於智慧其實是智力(intelligence)的定義

• Q. Yes, but what is intelligence? 

• A. Intelligence is the computational part of the ability to achieve 
goals in the world. Varying kinds and degrees of intelligence 
occur in people, many animals and some machines.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1118212404/http://www-
formal.stanford.edu/jmc/whatisai/node1.html



先知對於人工智慧的擔憂

• 霍金對於人工智慧是擔憂的：人工智慧一旦脫離束縛，人類將不
可能與之競爭

• 『脫離束縛』在語意上是：『機器』『知道』什麼是『束縛』，並且
『有意識』地『思考』、『規劃』、『執行』脫離的戰略、戰術和戰技。

• 機器如何知道自己已經脫離束縛了嗎？

• 機器知道自己是機器嗎？
• 復仇者聯盟2

• 那麼，霍金講的智慧是Intelligence還是Wisdom？





所以，接下來我們講的
人工智慧

其實是人工智能/人工智力



為什麼要談AI?





AI紅了之前，還有誰紅了？
那些曾經紅了的，現在呢？



Gartner Emerging Technologies Hype Cycle

新興技術發展(炒作)週期





Expectations











那上個世紀呢？





資料倉儲

服務導向架構

雲端運算 大數據

資料挖掘

物聯網

人工智慧 區塊鏈

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

虛擬實境

擴增實境

開放資料



來看AI表演



圖靈測試

• 圖靈問了一個問題：機器是否有可能思考？

• 但何謂思考？太難定義，他把問題變成：
• 電腦能否在模仿遊戲(Imitation Game)中勝出？

• 如果一台機器能夠與人類展開對話（通過電傳設備）而不能被辨別出其
機器身份，那麼稱這台機器具有智力(intelligen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0DcupvNv_U&feature=youtu.be



另一種類圖靈測試



最近很紅的圖靈測試

https://youtu.be/W0DcupvNv_U


幾個流行名詞解析



大數據

• 巨量資料由巨型資料集組成，這些資料集大小常超出人類在可接
受時間下的收集、庋用、管理和處理能力[16]。巨量資料的大小經
常改變，截至2012年，單一資料集的大小從數太位元組（TB）至
數十兆億位元組（PB）不等。

• 巨量資料必須藉由電腦對資料進行統計、比對、解析方能得出客
觀結果。

• 資料探勘（data mining）則是在探討用以解析巨量資料的方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B8%E6%93%9A%E9%9B%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B8%E6%93%9A%E6%94%B6%E9%9B%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3%87%E6%96%99%E5%BA%8B%E7%94%A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5%B8%E6%93%9A#cite_note-Editorial-1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AD%97%E8%8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D%E5%AD%97%E8%8A%82


物聯網

• 物聯網（英語：Internet of Things，縮寫IoT）是網際網路、傳統
電信網等資訊承載體，讓所有能行使獨立功能的普通物體實現互
聯互通的網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2%E8%81%94%E7%BD%91


機器學習

• 機器學習是人工智慧的一個分支。

• 機器學習理論主要是設計和分析一些讓電腦可以自動「學習」
的演算法。機器學習演算法是一類從資料中自動分析獲得規律，
並利用規律對未知資料進行預測的演算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B7%A5%E6%99%BA%E8%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6%E4%B9%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6%8D%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4%E5%BE%8B


深度學習

•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是機器學習的分支，是一種試圖使用
包含複雜結構或由多重非線性變換構成的多個處理層對資料進行
高層抽象的演算法。

• 至今已有數種深度學習框架，如深度神經網路、卷積神經網路和
深度置信網路和遞迴神經網路已被應用在電腦視覺、語音識別、
自然語言處理、音訊識別與生物資訊學等領域並取得了極好的效
果。

• 另外，「深度學習」已成為類似術語，或者說是神經網路的品牌
重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A%E5%99%A8%E5%AD%A6%E4%B9%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6%80%A7%E5%8F%98%E6%8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1%E5%BA%A6%E5%AD%A6%E4%B9%A0#深度神经网络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7%E7%A7%AF%E7%A5%9E%E7%BB%8F%E7%BD%91%E7%BB%9C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7%B1%E5%BA%A6%E7%BD%AE%E4%BF%A1%E7%BD%91%E7%BB%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92%E5%BD%92%E7%A5%9E%E7%BB%8F%E7%BD%91%E7%BB%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1%E7%AE%97%E6%9C%BA%E8%A7%86%E8%A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9%9F%B3%E8%AF%86%E5%8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8%AF%AD%E8%A8%80%E5%A4%84%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E4%BF%A1%E6%81%AF%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7%BB%8F%E7%BD%91%E7%BB%9C


資料科學

• 是一門利用資料學習知識的學科，其目標是通過從資料中提取出
有價值的部分來生產資料產品



演算法
• 演算法（algorithm），在數學
和電腦科學之中，為任何良定
義(well-defined)的具體計算步
驟的一個序列，常用於計算、
資料處理和自動推理。精確而
言，演算法是一個表示爲有限
長[2]列表的有效方法。演算法
應包含清晰定義的指令[3]用於
計算函式[4]。

• 其架構為具起始解、改善步驟
(疊代)、終止條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5%A6%E7%A7%91%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88%E7%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B8%E6%93%9A%E8%99%95%E7%90%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A%A8%E6%8E%A8%E7%90%86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Special:Search/%E6%9C%89%E9%99%90%E7%9A%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6%B3%95#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89%E6%95%88%E6%96%B9%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6%B3%95#cite_note-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7%BD%E6%9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E%97%E6%B3%95#cite_note-4


喜歡某人

追到某人

交往

1年內分
手？

結婚

是

否

否

你/妳疊代了幾次？

一種演算法

第10個？



現在的AI到底在講什麼？



辨識

https://youtu.be/XHNQ6fwMf3Y


https://youtu.be/RRkJ6VwEf3k


https://youtu.be/9FyPV59Q7-Q


https://youtu.be/A49BS8-tmGQ


https://youtu.be/l3ELVACR2VY


對話機器人＋
自然語言處理







地中海牡蠣風味義式紅醬
蛋汁煎餅佐時蔬

AI看起來好像是一件華麗的外衣



有沒有發現，今天這個題
目也可以改成

電子化政府趨勢與方向



假設政府AI化是個議題…
那麼政府AI化的挑戰是什麼？



壕溝戰#1
• N輛自駕車的車主下車後，這N輛自駕車如何協調其停車問題
•需要停車場、停車格即時席位資訊

48

RoadSegFee:收費標準
RoadSegID: 路段ID 
RoadSegName:路段名稱
RoadSegTmEnd:收費結束時間
RoadSegTmStart:收費開始時間
RoadSegTotal:路段總格位數
RoadSegUpdateTm:資料更新時間
RoadSegUsage: 路段使用率

ID(車格序號)
CELLID(車格編號
NAME(車格類型)
DAY(收費日)
HOUR(收費時段)
PAY(收費形式)
PAYCASH(費率)
MEMO(車格備註)
ROADID(路段代碼CELLSTATUS(車格狀
態判斷)、ISNOWCASH(收費時段判斷)、
ParkingStatus(車格狀態顯示)、lat(緯
度)
lon(經度)

台北市資料格式

新北市資料格式

同樣是路邊停車格資料，雙北
格式大不同

在歐盟，有CEN 16157-6 
ITS-停車資訊標準

在ISO，有ISO 18234-7 
停車資訊標準



壕溝戰#2
•先進物流服務核心

•需要考量當下路況
• 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上，我們看到：

• 管線挖掘？道路管線挖掘？今日施工資訊？道路挖掘當日施工資訊？鐵路車站改
建施工資訊？相同概念的知識本體，名稱不同、資料結構各異

• 更不用說還有些施工資訊只有在該縣市工務單位的『網站』上，非常
難以利用。

•需要評估客戶區位與量體
• 需要人口統計及其各種指標且地圖化的『社會經濟資料』

• 真正能發揮『社會經濟資料』經濟效益的『產業界』根本不知道政府
有這種資料！

49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7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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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將如何協助政府施政



分析性預測
Predictive Analytics





偵測
Detection





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



山坡地監測



https://youtu.be/mi8uOO3cfHc


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Yi-Shin Chen
NTHU, Associate Professor

https://www.slideshare.net/YiShinChen1?utm_campaign=profiletracking&utm_medium=sssite&utm_source=ssslideview


關鍵是資料！
來談談開放資料



ODbL

"encourage acceptance and 

integration of GPS into peaceful 

civil, commercial, and scientific 

applications world-wide and to 

encourage private sector 

investment in and use of U.S. GPS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William J. Clinton





簡單說
開放資料精神=自由使用精神=就是射後不理(Fire and Forget)

開放資料授權條款也不會註明不得作非法使用

就是『自由使用』



談談開放資料，自由與想像力
吃都吃不飽了還_ _ _ _ ?

_ _ _ 能吃嗎？
與其_ _ _ ，不如_ _ _ !



1900 年 卜朗克發現卜朗克常數

1905 年 愛因斯坦發表光量子說、特殊相對論、布朗運動

1906 年 愛因斯坦發表量子假說

1910 年 卜朗克接受量子假說

1911 年 拉塞福散射實驗

1913 年 波耳原子模型

1914 年 密立根實驗證實光電效應

1925 年 海森堡的矩陣力學

1924 年 迪．布羅意的物質波

1926 年 薛丁格的波動力學

1927 年 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







../../../Dropbox/Camera Uploads/2017-12-25 21.32.12.mov


自由是社會進化的要素

• 自由的本質就是讓不可預見的事象有充分發展的園地

• 文化的進展及保持，有待於提供最多可能之機會，使不可預見不
可預知之事項有充分發展之園地

• 因為我們對外在的環境無從完整得知及預測，因此更需要個人的
自由，具有使任一個人自由獲得充分發展的雅量。

• 因此，需要一個廣義的工具--亦即別人的經驗及知識，再疊加自
己所擁有的知識並掌握了機會，做了正當的結合，才可能完成自
己的目的與福利。



Open Definition 2.0



解放思想邊界

遠的，近的，好的，壞的，都不自我審查

自由使用



容忍不可預測的未來

• 若凡似浪費的企圖均被禁止，只有流行得勢的意見所容許的問題
方得提出；其所容許的試行方准採用。這樣將造成：

• 人類之知識將限於能預知後果的習慣行動，而避免一切失望及失敗。

• 人們已將其遭遇及環境置於其理性的控制，人只能做預知其後果的事件。

• 此一文明，正達到一停滯境地，繼續生長的可能性已被杜塞。

別再問：xx能吃嗎？



資料是關鍵沒錯，但
文化才是驅力



文化

• 文化原意是「靈魂的培養」，由此衍生為生物在其發展過程中積
累起跟自身生活相關的知識或經驗，使其適應自然或周圍的環境，
是一群共同生活在相同自然環境及經濟生產方式所形成的一種約
定俗成潛意識的外在表現。

• 「相互通過學習人類思想與行為的精華來達到完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A5%E8%AF%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9%A9%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84%B6%E7%92%B0%E5%A2%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D%9B%E6%84%8F%E8%AD%98


三種AI應該帶來的改變！

• 創新的文化
• 透過機器給的答案，迅速應變！

• 合作的文化
• 跨領域（單位)，從下而上的合作！

• 資料驅動的文化
• 凡事想到資料，組織要把資料當成資產！



歷史顯示，改善協調和促進有利於資料基礎建設發展的組織變革是困難的。 如果它
很容易，我們就可以在100年前完成了。

A History of Spatial Data Coordination

Milo Robinson

May 2008



問對問題

•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 我們的任務是什麼？

• 現在有什麼痛點？

• AI可以幫忙解什麼痛點？

• 為了要讓AI 解痛點，那我們要做什麼改變？



無論是什麼I？無論使用哪種
工具去分析問題，最終的目的

都是從資料獲得知識



結論與建議

•產、官、學在瘋Big data, IoT, A.I., Smart OOXX, 或未來的什麼I時，
請注意：資料永遠是這些buzzwords的基礎！

•歐、美、日政府的mindset
• Data is asset
• 資料基礎建設

• 資料、詮釋資料、技術、標準、網路、人才、組織和『法律』的總合體

• 政府還能再做些什麼？
• 整合全國圖資的國土測繪中心是四級單位？

• 沒有資訊長也沒有資料長？資料驅動的文化？

• 有的時候不只是政府的問題，台灣業界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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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導入AI的關鍵：

• 解決什麼問題？
• 建立能量

• 人才
• 技術

• 適應結構
• 文化(data driven)

• 法制

https://publicimpact.blob.core.windows.net/productio
n/2017/09/Destination-Unknown-AI-and-
government.pdf

https://publicimpact.blob.core.windows.net/production/2017/09/Destination-Unknown-AI-and-govern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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