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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可以做什麼？

• 查資料

• 寫報告

• 跟朋友聯絡

• 玩遊戲看電影

• 儲藏資料（銀行）

• 商業平台（網購）

• 計算（物理，生物…）

• 資訊擷取

• 資訊呈現

• 資訊流通

• 娛樂多媒體

• 資訊存取

• 安全性資訊交流

• 資訊分析與運算

資訊
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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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腦(computer)到資訊處理
(information processing)

電腦的優勢

速度快

儲存量
大

空間需
求不大

價格便
宜。

可多台
連結

資訊處理需
求

需時短

處理量
多

精確
能記憶
結果

隨時可
得

使用電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資訊的取得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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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在近二十年來改變了世界!!
• 從1980年代起INTEL PC出現…
• 從1990開始微軟Windows 風行…
• 從1993開始網路，email與BBS流行
• 從1996年起Ebay, Amazon等網路商務崛起…
• 從2000開始搜尋引擎變得全球知名…
• 從2002年HDTV等高畫質多媒體影音普及
• 從2004開始智慧型手機問世…
• 從2005開始筆記型電腦逐漸取代桌上型…
• 從2006開始SKYPE改變了通訊世界。
• 從2007年開始P2P漸漸成為大家生活的一部份

2008,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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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還可以做甚麼？

你已經知道
你可能還不

知道的

解碼

發明科學定理

打擊犯罪

電腦可以學習

寫報告,查資料

跟朋友聯絡

玩遊戲看電影

商業平台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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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 vs.發明家

電腦

機器

CPU，
硬碟，
RAM

上網

電動

軟體

程式

微軟

發明家

愛迪生

牛頓

貝爾

居禮
夫人

福爾
摩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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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 資訊科學能做甚麼

• 電腦學習

• 電腦發明

–古文解碼

–電子福爾摩斯

• 智慧型資訊處理對未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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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學習 (machine learning)

•記憶：電腦＞人腦

•學習：人腦＞電腦

• 1,2,3,5,8,13,21, ?
•電腦，螢幕，手機，冷氣機，河馬

•

從記憶到
學習：

•自動分類

•預測

電腦可以
學習什麼

約紐 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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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如何學習

• Rule‐based Learning (規則學習，或專家系統)
– 輸入電腦一些規則，所以電腦能夠自動學習

（例如：「頭暈目眩，說不出話」 中風）

• Supervised Learning (指導式學習)：
– 將很多實例輸入電腦，讓電腦自己學習規則與

分類法。

• Unsupervised Learning (非指導式學習)
– 輸入很多資料，讓電腦自行對資料分類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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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ed Learning Example: Decision 
Tre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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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ook Temperature Humidity Windy
Play / 

Don't Play 

sunny 85 85 false Don't Play

sunny 80 90 true Don't Play

overcast 83 78 false Play

rain 70 96 false Play

rain 68 80 false Play

rain 65 70 true Don't Play

overcast 64 65 true Play

sunny 72 95 false Don't Play

sunny 69 70 false Play

rain 75 80 false Play

sunny 75 70 true Play

overcast 72 90 true Play

overcast 81 75 false Play

rain 71 80 true Don't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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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ing: Unsupervi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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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習到發明

• Learning：”The act, process, or experience of 
gaining knowledge”.
– 學習是正常人在生活中都能體驗的經驗

• Discovery: “To obtain knowledge or awareness 
of something not known before.”
– 發現或是發明是特殊人群在特殊時空下的產物
如：愛迪生，牛頓，居禮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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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 資訊科學能做甚麼

• 電腦學習

• 電腦發明

–古文解碼

–電子福爾摩斯

• 智慧型資訊處理對未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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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發明（Machine Discovery）

• 定義: 利用電腦從事（或是幫助人類重從事）
發明或發現的工作。

• Why: 
– 高報酬
– 對失敗容忍度高

• How: 
– 運用電腦高計算速度，高儲存量加上統計與演算法。

• Challenge:
– 困難度高
– 不易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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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上的機器發明系統

數學: 塗鴉系統（GRAFFITI，1990 ‐ , Fajtlowicz）

• it makes conjectures in Graph Theory such as                                                                                 
chromatic_number(G) + radius(G) =< max_degree(G) + frequency_of_max_degree(G)

•It has discovered > 800 conjectures, which have lead to 60 papers and 1 thesis 
publications to proof or disproof them

物理: ASTRA (1998 ‐ , Kocabas and Langley)

• suggested novel and interesting fusion reactions, and generated reaction pathways for 
helium, carbon, and oxygen that do not appear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天文: SKICAT (1995 ‐ , Kennefick)

• aiming at detecting quasars in digital sky surveys, and has found 5 new qua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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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 資訊科學能做甚麼

• 電腦學習

• 電腦發明

–古文解碼

–電子福爾摩斯

• 智慧型資訊處理對未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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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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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文的歷史故事

• 古埃及象形文（十八世紀末被發現）

• 十九世紀時才被完全破解，歸功於
– 英國物理學家楊格（Thomas Young) 
– 法國語言學家商博良(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
– 羅塞塔石碑( Rosetta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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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塞塔石碑

• 重達七百多公斤的黑
色大石其上刻有三種
不同的文字，

– 最上端部分毀損的為
埃及象形文

– 中間刻的是古埃及蝌
蚪文

– 最下方的是古希臘文，
是三種文體中唯一在
當時已被瞭解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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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解碼戰爭

英國（楊格）

擁有羅賽塔石

發現有一些符號常被放在一
個橢圓框中。他假設橢圓框
是對於君王的敬稱。

將這個部分與古希臘文對應，
利用這個線索解出古埃及蝌
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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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商博良）

擁有羅賽塔石
拓本

猜測古埃及象形文可能
不是「象形字」而是音
標

利用楊格找出的君主名
字對應其他符號，因而
成功破解古埃及象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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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解碼

基本上密碼可以分成三類：

• 第一類是用未知的符號撰寫已知的語言

• 第二類是用已知的符號撰寫未知的語言

• 最難的則是如古埃及文般，面對的是未知
的符號撰寫未知的語言。

解碼過程也可以細分為幾個階段：

• 近程目標：瞭解古文的閱讀順序

• 中程目標：瞭解古文的讀音與文法等

• 遠程目標：瞭解古文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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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解碼：魯汶古文的線性讀法

魯汶古文是西元前1300-700在敘利亞北方使用的語言

它是二維文字，還沒有完全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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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資料：

24 頁未數位化的拓本
（來自大英博物館）

‐‐‐‐‐‐‐‐‐‐‐‐‐‐‐‐‐‐‐‐‐‐‐‐‐‐‐‐‐‐‐‐‐‐

如右頁共有

9 列 (平均每列80個符號) 

73個不同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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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解碼步驟

數位化
語言模組
自動學習

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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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化

8 3

5

9 4 1

6

7 2

ID symbol X Y

1 Arrow 0 3

2 underscores 0 0

3 tadpole 1 6

4 carrot 1 2

5 hammer 2 5

6 arrow 2 1

1

2

3

4

5

6

7

8

9
From To Dir

Arrow underscores 6

underscores arrow 12

Arrow tadpole 11

Arrow carrot 9

underscores tadpole 11

underscores Carrot 10

12

3

6

9

7

8

10

11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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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主要機制：雜訊通道模型

ordered 
scripts X 

Noisy 
channel 
P(Y|X) 

2D 
scripts Y

)|(*)(maxarg)|(maxarg XYPXPYX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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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模組：記錄文字或語言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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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 Expectation‐Maximization Algorithm

語言模組
線性文字
的機率

M-Step

E-Step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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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

• 找出機率最大的路徑

– Dynamic programming method (Viterbi‐lik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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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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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驗證一個發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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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知語言上的嘗試

• 1. 首先任選一些語言的文句出來

• 2. 用這些選出的文句產生二維書寫

• 3. 測試我們的系統能否重新發現原先的一維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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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書寫方法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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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T

h

i

S

i

s

m

e

!

Script: “This is me!”

Writing Pattern 1 (top-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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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Lang 1 2 3 4 5 6 7 8 9 10 Avg

Latin 100% 100 91 80 87 84 89 88 79 77 88

English 98% 98 89 77 82 79 85 87 74 72 84

Arabic 95% 97 84 72 78 78 79 77 68 66 79

Spanish 99% 99 88 72 75 77 80 82 75 73 82

Chinese 87% 82 76 67 68 72 71 74 67 67 73

Java 100% 100 90 84 83 87 88 86 83 8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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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了一想，獻上了一束家鄉的杜鵑花，因為現在正
是杜鵑花盛開的季節，杜鵑花那火紅的顏色，著徵象
烈士們燃燒的熱情。它平凡而美麗，著徵象烈士的品
格。並寫下留言很你：平凡、很普通，你就像春天開
放的杜鵑花，無默默聞，卻給人間帶來限無生機。你
雖然離我們而去，卻你但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你是
我們心中的真正英雄！我們永遠感謝你，我們永遠懷
念你。美麗的白衣、柔弱外的表，卻有著「燃燒，己
自照亮別人」的堅韌信念‐‐從19世紀克裡米亞戰爭最
前沿的南到，爾格丁如今抗擊最前線的普通護士，這
種可貴精的神一直綿延相傳，為人類的生命和健康立
下不朽功勳。

Sample results (Chinese, M:3, P:1,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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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的問題 輸入 輸出

自然語言處理

自動翻譯 英文文件 中文文件

自動摘要 文件 摘要

搜尋引擎 關鍵字 相關文件

詩詞創作 字典文字 詩詞

語音辨識 語音訊號 文字

光學辨識 圖片 文字

中式英文修訂 中式英文 正常英文

抄襲偵測 文章 是否抄襲，抄襲哪篇文章

社群網路探勘

連結發現 社群網路 人與人間的隱藏關係

特殊個體發現 社群網路 特殊的個體

社群網路分析 社群網路 行為模式

智慧型資料處理
資料或是知識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更多的資料或是更深的
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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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風格學

• 發現佚名作者

• 解決文章作者爭議問題

– 紅樓夢末40回

– 水滸傳



古典回文詩創作

• 使用語言模組創作回文詩

• Sample outputs:
– 行人路道路人行

– 別有心人心有別

– 寒風幾度幾風寒



演講大綱

• 資訊科學能做甚麼

• 電腦學習

• 電腦發明

–古文解碼

–電子福爾摩斯

• 智慧型資訊處理對未來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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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發明的幾個重要元素

Apple: Inspiration or ideas (靈感)
• Things that can potentially trigger new findings.

Newton : A discovery mechanism 
（發明機制）, which is capable of
•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and domain
• Performing unsupervised learning

Evaluation Mechanism(驗證機制)

• Convince people that the discovered 
results makes sense. 

Apply + Newton= Law of Gra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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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福爾摩斯

在複雜網路中發現有用的知識或可疑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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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複雜網路？

• phys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a)

• citation network (b)
• World Wide Web (c)

(b)
(c)(a)

(d)

(e)

• friendship network (d)
• food we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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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world Effect
•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Milgram’67s]

– Random people in Omaha, Nebraska were asked to send 
letters to a stockbroker in Boston.

– Letters can only be passed to acquaintances. People were 
asked to choose one that they believed to have higher 
chance to succeed (i.e. find the stockbroker)

– Only 64 out of 296 letters reached the goal

– The average steps is 6 to reach the destination

Om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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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Small‐world Example

• MSN network
– 180 million id

– 1.3 billion edges

– Edge if two people 
exchanged at least 
one message in one 
month period

Distance (Hops)

N
um

be
r 
of
 n
od

es

Pick a random node, 
count how many 
nodes are at distance 
1,2,3... 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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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Law Distribution

Degree distribution

Number of people a 
person talks to on MSN

Node degree

Co
u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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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Law 常發生於現實生活中

• Word usage frequency

• The distribution of Unix file sizes store on file 
servers.

• Income of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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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our: How long is the long tail?

This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graphs, but it nicely explains 
the “long tail” effect. It shows 
that there is big market for 

nich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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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可疑)節點找尋系統

2

Global interesting node 
discovery:找出網路中最特
殊的節點

Local interesting node 
discovery: 對於一個已知的
節點，找出與它相關性最特
別的節點

1

1

1

2
Interesting feature discovery:
找出兩個節點中最特別的連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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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J1

K2

P3

Published_ in

                Published_in

Keyword_of

meta-constraints

Paths path types
PT1

PT2

Semantic profile of K2

PT1 PT2 PT3 …..

K2 
(cont)

50% 2% 33% …..

Path leng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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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liers: 找出「看起來普通」但實際上特別的節點

• 911恐怖份子的實例：

– 最後一刻才買飛機票… 

– 用現金買機票

– 曾參飛機駕訓班

• 如何找到inliers?
– 找出單一特徵值都很正常，但是合起來看變成異常的

節點

☺

特殊節點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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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解釋

• 目的：對於發明的結果或過程產生”合理且易懂”的解釋

• 為什麼一個電腦發明系統需要自動解釋的功能?
– 可以讓使用者來判斷發現的東西是否合理。

– 解釋可以提供進一步分析的方向

– 研究顯示使用者通常不會接受來路不明的推薦 (Haynes 2001)
– 人工去分析一個數百萬個節點的大型網路是非常困難的事

4/2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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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lass Labeling

Outlier Reference Normal 

1. Separating the (outlier+reference) class from the normal class

2. Separating the outlier class from the referenc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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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citation network
• Network in High‐Energy Physics: 40,000 nodes, and 
400,000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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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ry: 哪一個機構與Prof. Chiang‐Mei Chen有
特別的關係?

• Ans: NCU

• 解釋:
– Prof. Chen was a member in NCU, but he does not 
have any connections with people in N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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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Path
– 1. paper X cites paper X

– 2. Citation loops (e.g. paper p1 cites p2, p2 
cites p3, p3 cites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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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節點

• Edward Witten

Explanations:
He did not contribute much for most path types (e.g. he 
does not publish or co‐author with others extremely 
frequently according to this data set)
But: The most papers in this dataset cite more than one of 
his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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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導演

Stephen King is the only 1 director in the dataset that  
— has larger than 36.508% chance to be the starting node S

of paths of type “S wrote some book adapted for a movie”

Salvador Dali is the only 1 director in the dataset that
— is the visual director of some movie, and
— is the writer of some movie, and
— never is the sibling of some movi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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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大綱

• 資訊科學能做甚麼

• 電腦學習

• 電腦發明

–古文解碼

–電子福爾摩斯

• 智慧型資訊處理對未來的衝擊

4/27/2008 電腦發明，Prof. Shou‐de Lin 59



Web2.0與社群網路的崛起

• 造就了資訊的民有，民治，民享。

• 讓世界從分崩離析的個體到整合的群體。

• 知識的價值銳減 (knowledge is priceless
knowledge is valueless)

• 「使用知識，整合知識」的能力變得更重要

– Problem Solver ☺

• 電腦與網路可以做的事情會越來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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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曾寫到
• 在倫敦，有一家「資料供應社」，那是一
家規模極大的資料供應社。從中國古代的
航海資料，到現在各國武器的實力，從古
埃及人如何製造玻璃，到阿爾卑斯山今天
氣候如何，是否適合攀登，他們都可以提
供資料。

• 十多年後出現了一個可以免費使用的資料
供應社：搜尋引擎

當然：收費極其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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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下一個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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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的十年資訊科學會帶給人
類生活甚麼更不可思議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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