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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AI的情況



簡介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能（AI）

•人工智能或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是指研究、

開發用於模擬、延伸和擴展人類智

慧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

的一門技術科學



人工智能 VS 機器學習 VS 深度學習



ALPHA GO!? (HK01新聞)
Deep Learning



機器學習（ML）

•用於模式辨識和學習。機器學習的核心是演算法的集合，可

根據記錄的資料學習和進行預測、優化不確定情況下的特定

公用程式函數、從資料擷取隱藏的結構，以及將資料分類成

精確的描述。如果明確的程式設計太過於死板或不實際，通

常會使用機器學習。



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

•是基於人工神經網絡嘅一種機械學習做法。

•深度學習係一類機械學習演算法，特徵是

用分做多層，每一層都負責由輸入嗰度抽

取比前一層高層次嘅特徵。



神經元 (NEURON)



神經元的模型



神經網絡（NN）





DATASET – 12499 PHOTOS 
OF DOGS AND CATS EACH



使用人工智能的應用例子

•圖像辨識(臉容辨識)

•語音辨識

•影像和影片分類、分段

•自然語言理解 (SIRI, CHATBOT…..)

•推薦引擎







商業應用的案例
•異常偵測

•識別與預期模式或資料集其他項目不一
致的項目、事件或觀察。



商業應用的案例

•詐騙偵測

•建立預測模型，協助識別潛在的詐騙零售交易，或偵測
詐騙或不適當的項目評論。

•客戶流失率

•找出流失風險最高的客戶，以便透過促銷或提供客戶服
務積極與客戶接觸。

•內容個人化

•使用預測分析模型，根據客戶之前的行為來推薦項目或
優化網站流量，以提供更加個人化的客戶體驗。



聊天機器人 (CHATBOT)





活動 : 體驗圖像辨識+翻譯

•以SAFARI瀏覽網頁
• HTTPS://THING-TRANSLATOR.APPSPOT.COM/

• 需要按「允許」

• SAFARI使用相機功能

https://thing-translator.appspot.com/


活動 : QUICKDRAW(限時塗鴉)

•以SAFARI瀏覽網頁

•HTTPS://QUICKDRAW.WITHGOOGLE.COM

•體驗圖像辨識

https://quickdraw.withgoogle.com/


活動 : 移除背景
•瀏覽網頁

•HTTPS://WWW.REMOVE.BG/

•使用雲端服務移除人像背景

https://www.remove.bg/


PHOTOMATH!?



思考題：試列出人工智能應用的限制。

•計算香港的家庭平均入息(大量數據)

•判定是非對錯(做法官?)

•創作圖畫及樂曲

•取代工作(有甚結果?)

•AI 駕駛所有巴士

•財務公司的AI 伺服器儲存了所有香港居民的個人資料

•24小時不斷地解構人類DNA 圖譜



思考題：
試列出人工智能應用的
優點及缺點。

•優點提示：準確、24小時、速度

•缺點提示：取代工作、高運算能力機器



人工智能應用的限制

• 理解人類的語言的真正意義

• 在藝術和創作方面，人工智能仍處於起步階段

• AI駭客的攻擊？

• 人工智能是否明辨是非？

• HTTPS://WILLROBOTSTAKEMYJOB.COM/

https://willrobotstakemyjob.com/


人工智能應用的優點及缺點
優點 缺點

• 機器可長時間工作
• 處理一些低技術而
重複勞動的工作

• 大規模失業危機
• 加劇貧富懸殊
• 機械失控危機
• 隱私權的保護
• 透明度和安全性



使用人工智能的應用例子

•圖像辨識

•語音辨識

•影像和影片分類、分段

•自然語言理解

•推薦引擎

•…



活動 :自然語言理解（問書？）

•以SAFARI瀏覽網頁
• HTTPS://BOOKS.GOOGLE.COM/TALKTOBOOKS/

• 問題例子：

• WHY DID WORLD WAR I HAPPEN?

• HOW HIGH CAN PEOPLE JUMP?

https://books.google.com/talktobooks/


活動 : SEEING AI

• 微軟推出「SEEING AI」APP，將手機鏡頭變成盲人的眼睛

• 「SEEING AI」的基本功能大多是直接在設備上進行，因此存取速度快，即使沒有網路連線

時也能使用。不過有幾項實驗功能，例如描述整個場景或識別手寫，就需要連接到雲端。

• APP: SEEING AI



使用APP INVENTOR 2
製作

PERSONAL IMAGE 
CLASSIFIER: PICABOO

APP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blogs/karen/2017/08/about.html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MIT APP INVENTOR

•HTTPS://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WITH-MIT-APP-

INVENTOR

https://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with-mit-app-inventor




PERSONAL IMAGE CLASSIFIER

•AFTER COMPLETING THIS UNIT,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GAIN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MACHINE LEARNING.

•2. TRAIN, TEST, AND REVISE AN IMAGE CLASSIFICATION MODEL.

•3. USE THE PERSONAL IMAGE CLASSIFIER EXTENSION AND THEIR TRAINED 

MODEL IN AN IMAGE CLASSIFICATION APP USING APP INVENTOR.

•4. USE THEIR MODEL IN A MORE INTERESTING GAME APP.



選擇神經網路模型

•類似 MICROSOFT CUSTOMVISION 或 GOOGLE AUTOML VISION 這類

的線上AI視覺服務雖然很方便好用，只要提供十多張照片再

標好 LABEL 就可以有不錯的訓練結果。但一些細節就被隱藏

起來了，例如您無法去調整它用於訓練的超參數與神經網路

架構。

•設定模型：目前只有 MOBILENET 與 SQUEEZENET可以選



CLASSIFIER

•HTTPS://CLASSIFIER.APPINVENTOR.MIT.EDU/

•1.加入訓練資料

•請開啟 HTTPS://CLASSIFIER.APPINVENTOR.MIT.EDU/就會看到以下畫
面並打開 WEBCAM，請先設定 LABEL 再開始拍照或上傳照片，以
下圖來說各拍了30張。

•另外也可以看到提供了 UPLOAD MODEL 的選項，供進階開發者使
用

https://classifier.appinventor.mit.edu/




訓練

•右下角的 [TRAIN MODEL] 按鈕就會根據先前的設定與提供的資

料進行訓練，可以看到訓練時間與 LOSS (評估神經網路成效

的指標之一）。訓練速度當然不算快，需要時間。





加入測試資料

•訓練完了要考試才知道成效如何。請加入測試資料（最好是

未用於訓練的資料）。您可以換一個背景試試看偵測的效果

如何。請上傳照片或使用WEBCAM 拍照，完成後按下

[PREDICT] 按鈕，會直接跳到 (4).



檢視結果

•這個步驟會看到您所提供測試資料的驗證結果，對應的信心參
數也可以看到。畫面左下角的 LABLEL CORRECTNESS 與
CONFIDENCE GRAPH 是告訴您哪些辨識成功與失敗，以及信
心程度的分配情形。

•如果您對於本次訓練結果不滿意的話，就要回到先前步驟增加
更多訓練資料或調整神經網路模型才能得到更好的結果。存檔
副檔名為 .MDL。要匯入到後續的APP專案中。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ttps://classifier.appinventor.mit.edu).



選擇自己的mdl模型







???



???

???

???



其他例子



下載 EXTENSION PIC.AIX

• HTTPS://MIT-CML.GITHUB.IO/EXTENSIONS/

https://mit-cml.github.io/extensions/




上傳PIC的模型





編程



編程



編程



編程



編程



編程



編程



編程



編程



編程



測試

•這個EXTENSION暫時未支援IOS版本的AI COMPANION。

•請使用ANDROID手機或平板電腦測試。

•原來我們製作的模型不支援不同的人像臉孔，為什麼？

•分數的意思是什麼？



使用THUNKABLE
製作人工智能APP

This Photo by Unknown Author is licensed under CC BY-SA-NC

https://walldownloadzone.blogspot.com/2020/02/desarrollar-apps-sin-saber-programar.html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平台及軟件登入

•平台及軟件 :

•DESKTOP / LAPTOP

•HTTPS://THUNKABLE.COM/#/

https://thunkable.com/#/


登入





以GOOGLE作例子













版面設計

元件管理

元件庫

元件屬性



目標



右圖使用了哪一個元件？



編程部份







預覽



建議編程答案



問題：

•如何可以一次過進行人臉識別、翻譯及閱讀此句子？



訓練模型(訓練)
- 機器是怎麼學會什麼是包/剪/揼？這需
要人給它一些照片，並告訴它這就是包/
剪/揼。這些照片叫做訓練樣本(training
sample)，樣本中“這就是揼”這樣的資訊
叫做標注(annotation)。



訓練模型(訓練)

- 監督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



訓練模型(訓練)
- 無監督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



訓練模型(檢驗)

- 信心(Confidence)是機器學習模型在經過
訓練之後，對於一個新的輸入計算得到
的結果。



訓練模型(欠擬合/Underfitting)
- 如果樣本過少，電腦就會像盲人摸象一
般，來不及學習一個事物的特徵，導致性
能低下。



訓練模型(過度擬合/Overfitting)
- 過度掌握所提供樣本的具體特徵，就無
法對一般的情況做出正確的反應；e.g只能
認出某個人某個角度的手勢是"剪"。

- 過度擬合就如同一些靠死記硬背來學習
的同學，無法將學到的知識應用到不斷變
化的環境中。



訓練模型(檢驗)

- 如果只提供類似左邊的心型圖片讓AI
訓練，可以成功辨識右邊的圖片嗎？



訓練模型(應用)



訓練模型(應用)
- https://mitmedialab.github.io/prg-extension-
boilerplate/create/

https://mitmedialab.github.io/prg-extension-boilerplate/create/


訓練模型(應用)
- https://mitmedialab.github.io/prg-extension-
boilerplate/create/

貼上AI訓練模型的超連結(Link)

檢查是否成功
連接AI模型

https://mitmedialab.github.io/prg-extension-boilerplate/create/


訓練模型(包剪揼辨識AI)



訓練模型(包剪揼辨識AI&Battle)



人工智能(AI)
使用限制 & 道德倫理



人工智能(AI)是否萬能?
- 人工智能會否在某一天取代你的工作?

https://willrobotstakemyjob.com/

https://willrobotstakemyjob.com/


人工智能(AI)

優點 挑戰及隱憂

• 機器可長時間工作
• 處理一些低技術而
重複勞動的工作

• 大規模失業危機
• 加劇貧富懸殊
• 機械失控危機
• 隱私權的保護
• 透明度和安全性



人工智能(AI)應用的限制
- 是否理解人類的語言的真正意義?

(e.g Siri)
- 在藝術創作和評鑑方面，人工智能仍有局限

(e.g Soundraw)
https://soundraw.io/
- 人工智能是否明辨是非？

(e.g Microsoft Tay Chat box)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2016/03/1603
26_technology_microsoft_tay_closure

https://soundraw.io/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2016/03/160326_technology_microsoft_tay_closure


人工智能(AI)的決策是否沒有偏見?
- 重溫：機器學習模型

- 訓練過程需要使用到大量數據，從而經演算法得
出結果。多數人不假思索信賴演算法的結果，可
能會反映強化已經存在的價值偏差，甚至夾帶嚴
重的歧視偏見。

- 例子：AI 與性別議題間的拉扯(篩選求職履歷)
https://philomedium.com/contributions/81784

訓練 檢驗 應用

https://philomedium.com/contributions/81784


人工智能(AI)系統失靈時會導致？
- 錯誤發生 --> 有機會導致......

- 例子：德州Tesla撞樹爆炸致兩死 證自動駕駛失靈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210513/00180_
011.html

- 思考：當一架自動駕駛車輛發生系統錯誤，從而
導致碰撞事故發生，責任屬於？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210513/00180_011.html


誰人承擔人工智能(AI)的決策後果？
- 人工智能未必完美，當得出的錯誤決策被採用時，

衍生的責任由誰承擔？

http://www.etnet.com.hk/www/tc/lifestyle/digitalnewage/larr
yleung/69343

http://www.etnet.com.hk/www/tc/lifestyle/digitalnewage/larryleung/69343


資料越來越有機會洩露？
- 隨著人工智能的應用越來廣泛，背後涉及的數據

安全問題越來越令人關注。如果相關公司/企業沒
有重視數據安全，你的個人資料有機會在不知情
的情況下被盜取。

- 例子：你的臉可能被偷了！中國黑心賣家「兜售
人臉數據」，台幣 35 元可買三萬張臉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9/12/09/china-face-
data-black-industry-chain/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9/12/09/china-face-data-black-industry-chain/


人工智能(AI)的決策結果一定可信?
- 人工智能的決策結果是基於一系列的演算法和大

數據推論出來，當中的演算過程和準則用戶未必
得知，但用戶很多時只能相信結果。

- 例子：信貸評級(TU)
- https://www.moneyhero.com.hk/blog/zh/tu-

%E4%BF%A1%E8%B2%B8%E8%A9%95%E7%B4%9
A-
%E5%85%A5%E9%96%80%E5%B0%8F%E7%9F%A5
%E8%AD%98

https://www.moneyhero.com.hk/blog/zh/tu-%E4%BF%A1%E8%B2%B8%E8%A9%95%E7%B4%9A-%E5%85%A5%E9%96%80%E5%B0%8F%E7%9F%A5%E8%AD%98


當今最具爭議性的人工智能應用
- 深偽技術(Deepfake) (~9 mi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pMz7PEZnc

《星際大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pMz7PEZnc


我們應該如何使用/開發人工智能應用?
-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開發及使用人工智能道德標準指引》
- https://www.pcpd.org.hk/t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

ments/press_20210818.html

https://www.pcpd.org.hk/tc_chi/news_events/media_statements/press_20210818.html


總結
- 「人工智慧的確可能取代了我們眼前的工作，也

極有可能造成當前社會的挑戰與改變，然而，它
也可能是一個將我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的契
機。當我們回頭再次掌握了人性，或許人工智慧，
給予的是我們真正「做為一個人」的可能性。」

李開復先生, TED 2018



AI 的挑戰和風險



電車問題



了解負責任的 AI

• 公平性

• AI 系統應該公平對待所有人。 例如，假設您建立機器學習模型來支援銀行的貸款核准申

請。 此模型在預測是否應該核准貸款時，不得有任何性別、種族或其他因素的偏見，而可

能導致特定組別的申請人獲得不公平優勢或劣勢。

• AZURE MACHINE LEARNING 能夠解譯模型，並針對資料每項特徵如何影響模型預測的程

度進行量化。 這項功能可協助資料科學家和開發人員識別及緩和模型中的偏見。



了解負責任的 AI

• 可靠性和安全性

• AI 系統應該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執行。 例如，假設有一個以 AI 為基礎的軟體系統用於自動

駕駛汽車，或有一個機器學習模型用於診斷病患症狀並建議處方。 這類系統的不可靠可能

會對人類生命造成極大風險。

• 以 AI 為基礎的軟體應用程式開發必須遵守嚴格測試和部署管理程序，以確保其如預期般

運作再予以發行。



了解負責任的 AI

• 隱私權和安全性

• AI 系統應該安全並尊重隱私。 AI 系統所依據的機器學習模型依賴大量資料，其中可能包

含必須確保隱私的個人詳細資料。 即使在模型定型且系統進入生產之後，也會使用新的資

料來進行預測或採取動作，而這可能需要考量隱私權或安全性。



了解負責任的 AI

• 包容性

• AI 系統應該賦予所有人權力，且讓人們參與。 AI 應該造福社會的每一份子，無論其身體

能力、性別、性傾向、種族或其他因素。



了解負責任的 AI

• 透明度

• AI 系統應該是可以了解的。 使用者應該充分了解系統的用途、其運作方式，以及可能預

期的限制。



了解負責任的 AI

• 權責

• 使用者應該對 AI 系統負責。 以 AI 為基礎的解決方案設計人員和開發人員應該在治理和組

織準則的架構中工作，以確保解決方案符合清楚定義的道德和法律標準。



總結

•「人工智慧的確可能取代了我們眼前的工作，也極有

可能造成當前社會的挑戰與改變，然而，它也可能是

一個將我們「從工作中解放出來」的契機。當我們回

頭再次掌握了人性，或許人工智慧，給予的是我們真

正「做為一個人」的可能性。」
李開復先生, TED 2018



問答環節

PETER CHUNG

6111 0958 (WHATSAPP)

PETERFYCHU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