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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長的話

資訊科學研究所於 1977 年開始設立籌備

處，歷經五年籌備，於 1982 年 9 月正式

成立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數理組十個

單位之一。本所的研究重點分為八大方

向 , 包含生物資訊、電腦系統、資料處

理與探勘、多媒體技術、語言與知識處

理、網路系統與服務、程式語言與形式

方法、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本所並於 2003 年配合中研院國際研究生

院 (TIGP)，開始招收生物資訊學程博士

班，致力延攬及培訓此一新領域之國際

人材多年有成，已招募 70 餘名學生，對

生物資訊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2014 年

起，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新學程博士班

開始招生，目前已招募 30 餘名學生。    

所內資深研究人員皆指導或共同指導來

自全國各地頂尖大學之碩、博士生，並

與這些大學保持緊密的研究合作關係，

與國內外資訊業界亦有極為良好之互動

關係。

所長 廖弘源 

副所長 劉庭祿

　　　 王大為

研究群主持人 

施純傑教授

      生物資訊實驗室

吳真貞教授

      電腦系統實驗室

楊得年教授

      資料處理與探勘實驗室

廖弘源教授

      多媒體技術實驗室

許聞廉教授

      語言與知識處理實驗室

陳伶志教授

      網路系統與服務實驗室

穆信成教授

      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實驗室

王大為教授

      計算理論與演算法實驗室 

九
月一日剛上任所長，很多事情都還不太熟悉，有很多事情想推動，但需

要一點時間，請對我有深深期待的同仁稍微耐心等候。 

本期通訊涵蓋一則深度報導，一則實驗室報導，一則計畫特寫，以及一則

創意發想。由陳文村特聘研究員所領軍的「次世代行動網路平台」，係以軟體

定義網路為架構，主要是因應目前行動多媒體網路的高品質爆炸性需求而定義

出來。因為各家電信商皆以達到隨處上網並盡可能提升無線行動網路用戶數量

為目標。縱使目前速度最快的 4G 網路 LTE-A 也面臨流量處理之極限。針對這

個現實的問題，陳特聘研究員透過此報導告訴大家未來應如何面對並解決此問

題。在實驗室報導部份，此次主要是報導李德財院士領軍的「計算理論與演算

法」實驗室。李院士長期以來對設施放置問題有深入之研究。本報導中，李院

士係針對設施放置的進階議題進行探討。設施地點的選擇問題起源於作業研究

與計算幾何領域，探討的是如何決定一個或多個新增設施的放置地點，這種問

題已存在許久，現今一個最實際的類似議題是在行動電信用戶一直增加的狀況

下，如何最妥適的設置基地台，使不同位置的用戶都能接受到基地台的服務。

在計畫特寫方面，本期主要是報導吳齊軒、葉彌妍及陳銘憲「在廣告即時競

標系統中預測獲勝價格」的文章。以往，廣告公司的廣告時間並沒有什麼特別

的規劃，因為早期電腦並不發達，網路搜尋技術也尚未發展。近年來，由於行

動裝置的普及，對於隨時隨地提供最貼切的廣告服務往往能為他們獲取最大的

商業利益。因此，廣告公司到底要用什麼演算法來最佳化廣告效益呢？隨著廣

告播放技術越來越多媒體化，這問題的答案也越來越複雜。而「即時競標系統」

正是各種相關系統中最為複雜的系統之一。最後一篇報導是創意發想之報導，

由「自然語言理解」實驗室的林京樺、蘇克毅負責撰寫；這是一項結合微觀及

巨觀之跨語言、跨文件知識發掘技術。

未來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學習，也很感謝所內同仁大家的鼎力相助，讓我在上

任之初沒有因事情太多、太雜而崩潰，畢竟行政與研究真的非常不同，需要與

大家互相切磋學習，希望藉此通訊成為大家互相溝同學習之橋樑。



名人榜

名人榜

研究員劉庭祿與清大資工系陳煥宗
教授團隊參加 CVPR 2018 的 Robust 
Vision Challenge 在 Instance Segmentation 
項目榮獲第一名。

助研究員馬偉雲及其團隊
參加 IJCNLP 2017 中文情
緒預測國際競賽，總成績
榮獲第 3 名，短語 arousal

項目榮獲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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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倫維於 107 年 8 月 6 日升等
為本所副研究員。

研究員張原豪榮獲徐有庠先生
紀念基金會 第十六屆「有庠
科技論文獎」。 

研究員楊得年榮獲傑出人才發
展基金會第六屆「年輕學者創新

獎」。 

特聘研究員廖弘源於 107 年 9 月
1 日出任本所第六任所長。  

陳郁方於 107 年 8 月 6 日升等為本
所研究員。 

副研究員鐘楷閔榮獲中華民國資訊
學會「2017 李國鼎青年研究獎」。 

研究員張原豪榮獲 IEEE 電腦學會台
北支會 - 2018 年評審特別獎。 

張原豪於 107 年 6 月 5 日
升等為本所研究員。 

助研究員馬偉雲及其團隊的研究
「Embedding Wikipedia Title Based on 
Its Wikipedia Text and Categories」榮
獲 IALP 2017 最佳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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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村 

特聘研究員

以軟體定義網路為架構之次世代行動網路平台 

 

軟體架構 ( 圖一 )

近
年來，我們見證了即時影音串流

在行動多媒體網路的高品質爆炸

性需求，加上各家電信商皆以達到隨

處上網並盡可能提升無線行動網路用戶

數量為目標，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了整體

行動網路流量需求的飛躍性成長。根

據 Cisco 統計，行動用戶端的網路流量

從 2016 年至 2021 年間預估將每年增加

46%，即便是當前速度最快的 4G 網路

LTE-A 也即將面臨流量處理的極限。  

這些流量成長加劇了資料過於集中並

導致 4G 網路高延遲的問題，例如，在

傳統 4G 核心網路中，所有的網路流量

都必須要先經過封包資料閘道器 (Packet 
data network GateWay, P-GW) 才能相互

通訊，就連相同基地台下的行動用戶間

通訊也是如此，P-GW 變成網路通訊的

瓶頸，進而限制了網路頻寬的使用率

並拖長了網路延遲，即時服務如視訊

會議和影音串流服務如 Line、Facebook 
Spaces 和 Twitch 也受此高延遲影響，服

務品質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傳統的 4G 網路採用了較

無彈性的網路服務佈建，讓服務提供者

僅能利用特定的網路元件（專用硬體）

來執行對應的網路服務功能。以防火牆

為例，若要佈建額外的防火牆以抵擋分

散式阻斷服務攻擊 (Distributed Denial-of-
Service attack, DDoS)，服務提供者必須

另外購買專用的防火牆設備，並重新配

置該設備的線路以連上其他網路元件，

還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在防火牆服務的規

則設定和除錯上，延遲了能真正開始提

供服務的時間。

為了解決即將來臨的巨大流量需求，

下一代網路技術（5G 網路）應運而生，

其中，軟體定義網路 (Software-Defined 
Network, SDN) 率先被提出用來應付大

規模網路，分離網路中的控制層和資料

層並有著快速佈建和益於管控的特性。

在實際應用上，美國的行動網路營運商

AT&T 和 Verizon 也大幅採用 SDN，其支

援的網路功能虛擬化 (Network Function 
Virtualization, NFV) 使得每台機器設備能

設計為通用型設備，網路功能改由軟體

方式執行，不再需要專用的設備，網路

服務的佈建以及資源分配也因而變得較

有彈性。透過 SDN 和 NFV 的技術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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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架構 ( 圖二 )
夠協助服務提供者精準地控制網路流量

流向並縮小佈建及修改成本。

研究重點與成果

「智慧感測與網路實驗室」現階段執

行的專案為實作一個 SDN 及 NFV 的網

路服務平台，該平台提供圖形化介面以

及應用程式介面給網路管理員，方便他

們設置服務並自動運用 SDN 和 NFV 的

方式佈署網路功能，圖一為本實驗室開

發的平台架構。其中，應用程式是由一

個或多個網路功能組合而成，每個網路

功能由軟體程式構成，能在所有通用型

裝置上執行。舉凡服務層協議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SLA) 管理、流量最佳

化、服務品質控制、無限頻譜資源管理、

無線連結控制、以及媒介存取控制都可

以被程式化為能在通用型設備上執行的

軟體，並可根據使用者需求的不同提供

不同的服務。透過本實驗室開發的應用

程式介面，SDN 交換機能夠自動把使用

者需求的服務導向擁有對應服務軟體的

裝置上，如圖二所示。此外，在本實驗

室的設計中，存取網路以及核心網路的

所有功能皆被網路功能所取代，可由通

用型設備執行，也可執行於行動邊端運

算伺服器 (Mobile Edge Computing, MEC)

上。本實驗室也深入探討在此未來架構

下相關的理論問題以及潛在的可行應用

來展現本平台的高度彈性以及效能，另

外也針對抵禦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來佈

署網路功能和流量路由導引機制。

針對網路功能佈署，現存方法僅單純

考慮到單一設備上可執行的網路功能數

量是有限的，但卻忽略了線路上的容量

以及要處理的流量大小。也就是說，現

存的方法無法綜合考量流量大小以及計

算負擔，即使要處理的流量很小，其計

算負擔仍可能會複雜到占滿設備的計算

資源，一個通用型設備需要花費較多資

源來處理大流量的服務，不同類型的服

務實際上應會產生不同的負擔。最後，

本實驗室也透過實驗發現執行在同一個

設備上的不同服務的計算負擔可以視為

具可疊加性，因此，我們提出一個近似

於最佳解的演算法，採用線性規劃的進

位技巧並證明此演算法可達到最佳的近

似比率，從模擬以及實驗結果中也顯示

本演算法能夠有效率地佈署網路功能並

在確保資源不會被用盡的狀況下最大化

可容納的總流量。 

與傳統抵禦 DDoS 的方法不同，本實

驗室考慮到 DDoS 攻擊有可能來自於無

變造的封包使得攻擊封包較難被辨識出

來，且依然能靠小封包就耗盡設備的計

算資源。本實驗室所設計基於重複洗牌

(repetitive shuffling) 技術的方法也因此更

具有挑戰性，概念是先產生多個功能相

同的備用服務，並且透過網域名稱伺服

( 文轉至第 15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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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ra of Innovation    

Sang Hyuk Son — March 15, 2018  
“.....the fourth industry revolution is the revolution 

in intelligence of everything based on IoT/CPS/AI.....          
”

活動快訊

Open Sesame !  History of Speech Processing
Prof. Lin-shan Lee (Newly Elected Academician) 
 — January 19, 2018

2018 資訊杯桌球賽雙人組冠軍。

2018 資訊杯羽球賽頒獎。

2018 資訊杯投籃大賽三對三。

Wher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eets Societal Needs 

 Kathy McKeown — October 08, 2018



活動快訊 77

Workshop on Alzheimer’s Disease  

2018-09-17 (Mon) 

Prof. Gerard D. Schellenberg

Tauopathy Genetics: Alzheimer’s Disease and Progressive Supranuclear Palsy
Prof. Li-San Wang

Deciphering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Alzheimer’s Disease

Alzheimer’s disease is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dementia and affects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Characterized by extensive brain atrophy, the disease leads gradual loss 
of memory, speech,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over up to ten years until the patient becomes 

incapacitated and completely dependent upon caregivers.  
ADSP is among the largest genome sequencing projects in the world. The project is in its third 

phase and will sequence up to 25,000 whole genomes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In the 
workshop it will present the study design, challenges and our solutions in data generation and 

analysis, and how to access the ADSP data and findings. 

 PQCRYPTO Mini-School 

and Workshop 

June 27-29, 2018, Taipei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uropean Horizon 

2020 project PQCRYPTO and Taiwan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105-2923-E-001-003- MY3, and supported 

by the TWISC project, we are holding a 
two-day crash school in Post-Quantum 

Cryptography on June 27-28. The school 
will cover the basics of post-quantum 

cryptography. 

Topics 
Lattice-based Cryptography /Supersingular 

Isogeny Cryptography / Code-based 
Cryptography /Hash-based Cryptography/

Multivariate Quadratic Cryptography /
Giophantus NIST Submission /Multiplying 

Binary Polynomials / Lizard NIST Submission 
/Classic McEliece NIST Submission /....

2018暑期實習生計畫

2018 Road Ecology and Data Analysis Conference  

2018-06-20 (Wed)  

Rodney van der Ree
Strategic research and mitigation programs in road ec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best-practice  

* Section on roadkill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 Section on roadkill mitigation 

學生暑期實習表現十分優異，

由資訊所頒與證書。  

資訊所暑假之暑期實習計

畫，今年約有 120 餘名學

生參與實習。 



8
實驗室報導

設施放置問題之進階研究

計算理論與演算法實驗室

李德財 

特聘研究員

計
算理論與演算法實驗室致力於探

討計算問題本身的計算複雜度，

以及設計解決問題之演算法的複雜度

分析與效率最佳化，並為資訊科學其他

應用領域建立穩固的理論基礎；本實驗

室的研究目標，著重於計算幾何學與組

合最佳化這兩個領域，研究設計解決相

關計算問題的演算法以及計算複雜度的

分析技巧。目前我們主要的研究方向之

一，是探討設施放置 (facility location) 這

類問題中的進階議題。設施地點的選擇

問題起源於作業研究與計算幾何領域，

探討的是如何決定一個或多個新增設施

的放置地點，以使位於不同位置的顧客

們接受該設施能提供的服務，所需花費

的成本（如運輸、交通等）最佳化。傳

統設施放置問題中，通常假設每位顧客

會光顧距離他最近的設施。近年來有不

少應用考慮到更加複雜的情境，因而衍

生不同的進階議題，例如有容量限制的

設施放置問題或是多功能服務設施放置

問題等等。

自 70 年代以來，對於無容量限制的

設施放置問題之理論與實務研究一直持

續，由於這個基本的計算問題屬於已經

被證明為難解的 NP-hard 問題之一，在

理論研究方面，專家學者們探討的是如

何設計在計算上有效率且有良好的近似

最佳解。隨著過去幾十年來近似演算法

的發展、對於這個問題的近似結果不斷

地獲得改進，而各式新穎的近似算法技

巧與通用的分析技巧也不斷推陳出新。

由於此問題在模型上的簡單性與基礎性、

以及它在抽象線性規劃模型裡所表現出

的多樣性，這個問題很快地就成為近似

演算法研究領域最核心的研究問題之一。

換言之，在近似演算法領域發展的同時，

針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也帶動了整個領域

的蓬勃發展。

  

即使是在近似演算法發展

已漸趨成熟、許多問題的謎底

已被解開的今天，

這個問題的最佳近似解，

仍然是一個未解的難題。

 

而在有容量限制的設施放置問題模型

裡，我們所探討的是每個服務設施分別有

其服務容量的上限，亦即在服務設施的容

量到達上限之後，其餘的顧客必須尋求

其它設施的服務，即使其至服務設施的

並非是最短距離。這個問題的模型源於

傳統覆蓋問題 (covering problem) 的延伸。

以理論研究的角度而言，由於這硬性容

量的限制，使得過去在設施放置問題上

所發展出的近似演算法不再是能保證獲

致好的近似解。從 90 年代以來，不同的

方法被提出來討論，目前的演算法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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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最好的近似解，仍然與已知的下界

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對於這個在近似演

算法領域被列為困難的問題，我們研究

的目標，是以我們在研究有容量限制的

覆蓋集問題所研發的研究成果之基礎上，

以不同的觀點來處理這類的設施放置問

題，期望能發展出新的分析技巧及獲致

更高效率的演算法。

就服務功能或種類的觀點而言，傳統

的設施放置問題在處理多間設施時，通

常考慮所有設施都只提供同類型之服務

的模型。因此當顧客們需求多種服務時，

在傳統模型下可能採取的因應方式，要

不是提升每間設施的功能以符合顧客所

有的需求；就是讓每間設施提供不同種

類的服務，然後將同類服務的設施獨立

出來以個案處理。但是對大規模的整合

服務而言，上述方案都不能算是很好的

選擇：每間設施都提供所有種類之服務

的代價太高，現實情況或預算考量下只

能允許提供種類有限的服務；如果將不

同種類的服務分開處理，則可能造成整

體服務品質不佳的情況。

為了因應這類型的情境，我們在傳統

模型中引進新的條件，讓每間設施可以

選擇提供的服務種類，並將現有的設施

放置問題予以推廣，稱為多重服務設施

放置問題。這類新型設施放置問題的目

標，在於探討如何選取這些分別提供不

同種類服務的設施位置，以使每位顧客

距離提供所需服務之各間設施的總交通

成本最佳化。做為相關研究的起點，我

們考慮推廣後的多重服務 k 中心問題與

多重服務 k 中位問題，並探討如何對這

兩個 NP-hard 問題設計高品質的近似演

算法。我們發現只要對提供不同服務的

設施依比例進行適當的分配，即使分開

處理也能夠得到好的近似解。然後提出

兩種通用的方法計算分配的方式，進而

獲得這兩個推廣問題的優秀近似解。

競爭型設施放置 (competitive facility 
location) 問題是作業研究與計算幾何領

域中的重要課題：兩位競爭者各自要在

平面上設置設施以占據最多的市場份

額，其中有一位領先者先設置其設施，

然後跟隨者再設置另一間設施。從跟隨

者的角度來說，其目標是找到相對於領

先者之設施的最好定位，以搶占最多市

場份額。而從領先者的角度來說，其目

標則是找到最好的定位，以使跟隨者能

夠搶占的份額最小化。我們從領先者的

角度出發，考慮了這個問題在現實情境

下的模型：設施之間由於都市區域劃分

法規，需要存在某些距離限制。在這項

現實條件的限制下，我們設計了高效率

的演算法，並將既有結果的時間複雜度

改善了 O(n3) 數量級，與無條件限制下

的最佳演算法擁有相同的時間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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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計畫特寫

在廣告即時競標系統中預測獲勝價格

吳齊軒、葉彌妍、陳銘憲

如果 A、B、C 與 D 分

別以 50、100、150

與 200 競標一則曝

光，則最後D會獲勝，

並且只需要支付 150

（第二高價）( 圖一 )。

廣
告公司是如何決定我們每天觀看

的廣告呢？隨著廣告播放技術的

發展，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越來越複雜。

而即時競標系統是近年來在網路廣告系

統中，最為複雜的一種。這些複雜性，

帶來了許多挑戰與研究的機會。

首先，介紹一種即時競標系統。即時

競標系統是一種讓廣告主與網站之間，

對每一次播放廣告的機會做交易的一套

技術。對比於傳統的廣告播放技術，是

讓網站與廣告主簽一段時間的合約，在

該合約中網站僅能以固定的費率讓廣告

主播放廣告。

由於網路流量大，所以在即時競標

系統中，網站與廣告主都必須用程式進

行廣告的投放與交易。程式能力也成為

進入市場的障礙。為了協助網站與廣告主

進入市場，已有公司提供系統讓廣告主或

網站加入即時競標系統。目前市場上，對

於服務廣告主的系統，稱為 Demand Side 
Platform(DSP)，而服務網站的系統，稱為

Supply-Side Platform(SSP)。在此研究中，

是以 DSP 的角色為主。

接下來介紹即時競標系統的運作。假

設小明正在上網，並且瀏覽一個網頁。透

過 SSP 的協助，網站針對小明的這次曝

光機會，透過廣告交換系統 (Ad Exchange 
System) 廣播給所有合作的 DSP。DSP 們

在收到事件後，會各自獨立的去評估這個

曝光對於 DSP 的價值，並且根據價值做競

標。廣告交換系統在時限（通常是 0.1 秒）

之內，根據回收的競標結果決定贏家，並

且一邊收費，一邊把贏家的廣告投遞到網

站上，讓小明觀看。廣告競標系統會向贏

家收取費用，並分潤給 SSP 與網站。而

DSP 則依據小明後續與廣告的互動，決定

跟廣告主的收費。

在決定贏家的競標之中，廣告即時競標

系統一般採用次價競標 (Second Price) 的規

則：由出價最高的 DSP 獲勝，但是僅需支

付第二高價的金額。讀者可以參考圖一中

的範例。

以 DSP 的觀點，其定義獲勝價格為獲勝

所需的最低出價。以圖一為例，A、B 與

C 的獲勝價格都是 200，而 D 的獲勝價格

為 150。獲勝價格對於 DSP 是很重要的。



計畫特寫

( 文轉至第 14 頁 )

在次價競標的規則中，獲勝價格就是獲勝

所需要支付的金額，也就是成本。實務上

操作廣告時，廣告主會設定有限的預算，

所以如果若要控制預算的消耗、改善出

價的策略時，每次獲勝的成本就是一個

重要的資訊。其次，獲勝價格也代表競

爭對手們對於該次的曝光所估計的價值。

這個資訊對於改善 DSP 對曝光的價值預

測是有用的。而若 DSP 要在競標中納入

成本的資訊，或是在預測曝光的價值時

納入競爭對手的資訊，對於獲勝價格做

預測就是一個重要的基本功能。 

  

  

實驗顯示，

深度學習模型在獲勝 

資料上的表現比 

 一般線性模型還要好

  

但是預測獲勝價格並不簡單。實務上，

廣告即時競標系統要節省系統負擔，所

以只讓贏家有機會觀察到獲勝價格。以

圖一為例，D 可以看到獲勝價格為 150，

因為競標之後廣告交換系統會向 D 收取

150。而 A、B 與 C 因為不被收取費用，

所以無從得知獲勝價格。但是他們知道，

獲勝價格比他們的出價還要高。舉例來

說，A 知道獲勝價格超過 50。因為若獲

勝價格低於 50，則 A 就應要獲勝。

在研究中，我們使用廣告即時競標系

統的歷史紀錄，來建立獲勝價格的預測

模型。於是，將紀錄分成兩組：一組是

競標獲勝的資料，也是能直接觀察獲勝

價格的資料；另一組是競標落敗的資料，

是只知道獲勝價格的下限的資料。在獲勝

資料上使用線性迴歸模型做學習，可以很

好的預測獲勝資料上的獲勝價格。但是研

究顯示，該模型在落敗資料上會低估獲勝

價格。原因則是獲勝價格的變化模式，在

兩組資料上是不同的。因此需要研究如何

同時從獲勝資料與落敗資料上學習。

研究設限迴歸模型 (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 在此問題上的應用。機器學習中，

損失函數的定義可從數據分佈的機率密度

函數推導。在落敗資料上，運用下限值

與累積密度函數，也可以推導出對應的

損失函數。這就是設限迴歸模型。然而設

限迴歸模型仍假設獲勝價格的模式在獲勝

資料與落敗資料上是相同的。在這個假設

之下，設限迴歸模型靠著更大量的學習資

料，勝過一般線性迴歸模型。然而在我們

的應用上，這個假設是錯誤的，設限迴歸

模型的表現也不穩定。

這是我們結合深度學習後設

計的模型。在 Link Structure

的部份，可以採用各種深度

學習的網路架構。而損失函

數 (Loss) 則可以使用各種分

佈。如果分佈的累積密度函

數與機率密度函數分別為 F

與 f，則損失函數即為圖中

的公式。( 圖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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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創意發想

結合微觀與巨觀之跨語言跨文件知識發掘

林京樺／蘇克毅

自然語言理解實驗室

天
氣冷或情緒激動的時候，有些人

血管會痙孿，手指或腳趾的血管

裡因為血流變少而發白，接著變成藍

紫色。輕者過個二十分鐘痙攣就能緩解

而恢復血色，嚴重者會因末梢缺氧太久

而組織壞死、潰瘍，此為所謂的雷諾

氏 症 候 群 (Raynaud’s syndrome)。 回 到

一九八〇年代，當年有研究指出雷諾氏

症候群的患者的血液往往黏滯性異常地

高，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保健食

品深海魚油中富含某種 omega-3 脂肪酸

(Eicosapentaenoic acid, EPA， 為 進 一 步

合成 DHA 的原料 )，能有效降低血液黏

滯性。這兩者是來自不同的研究領域的

獨立發現，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存在，所

以沒人將這兩者連在一起。由於人腦的

演化跟不上資訊爆炸成長的速度，所以

即使像前述這樣相鄰的兩個領域也對彼

此的研究進展很陌生。

後來美國的資料科學家斯旺森博士

(Dr. Don R. Swanson)， 透 過 發 掘 不 同

文件間之連結關係，注意到深海魚油

與雷諾氏症候群都和血液黏滯性有關

(Swanson, 1986)。兩年後的臨床實驗證

實了他的預測 1 一種發掘知識的新典範

於焉建立！假定深海魚油為 (A)，雷諾

氏症候群為 (C)，他們都和血液黏滯性

跨領域建立知識連結

示意圖（Kotter and 

Berthold, 2012）( 圖一 )。

(B) 有關係。但發表 (A)-(B) 連結的文獻

作者與發表 (B)-(C) 連結的文獻作者，

本來並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透過跨文件

處理的技術來整合分析已知的知識，找

到 (B) 這個橋樑後，大家就能發現 (A)(C)

的關係（圖一）。這說明建立跨領域文

件間的連結，可以產生新知識。但這種

巨量文件配對的計算量非常大，非人力

可勝任。

在這個大數據年代，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蔚為潮流，但只到資料處理的層

次。這是不夠的，知識處理 (knowledge 
processing) 才是未來的趨勢所在。然而

知識大多以文字的形式記載，這些中

文、英文等的文件內容，是非結構化的

資料，必須轉化成結構化的訊息，才能

進一步做知識處理。因此自然語言處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簡稱 NLP)

的技術，就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我們希望計算機能分析文句結構，

理解文句所描述的意義，達到「自然語

言理解」的目的，將非結構化的文字

資訊轉換為結構化的知識庫 (knowledge 
base)，讓計算機可以進一步應用。例

如像文章開頭所展示的那樣，探索未

知的知識關聯，挖掘新知識 (knowledge 
discovery/exploration)。



創意發想

註 1: 雖然更晚近的實驗指出這類營養品只對原發性

雷諾氏症候群有效，也並非當今主流治療方式，且

對繼發性雷諾氏症候群無效（如 DiGiacomo et al., 

1989），但藉由建立這種連結，仍有提供研究方向

的價值，遠勝於讓研究者大海撈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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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微觀與巨觀之跨

語言跨文件知識發掘

流程圖 ( 圖二 )。

近年來期刊發表量大幅上升，必須借

助計算機的幫忙來分析，才有可能消化

所有文獻並串連成新知識。另外，子領

域也越分越細，在資訊爆炸的同時，領

域間的藩籬也越築越高，使研究者更加

不易得知其他領域的資訊。如果我們能

收集當前各領域的文獻，進行跨語言、

跨文件的處理與分析，構建一個巨大的

知識庫，那就能進行跨領域文獻的知識

推論，達到從既有的知識體系中產生新

知識的目的。   

但跨文件的資訊擷取與知識推論並非

易事，如果只是單純從單一文件個別抽

取資訊後再堆疊起來，會產生很多缺失。

例如文檔之間並沒辦法建立連結，也就

會失去使用這些連結推論出新知識的機

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目前本實驗室

正致力於結合中研院資訊所語言分析處

理技術，先從單一文件中抽取命名實體

(named entity)、關係與事件 (relation and 
event)，再建構文件間的連結，以建立

單一語言的微觀知識庫。這邊說的連結

不單是倚賴抽取關鍵字來建立相關性而

已，而是經由理解內容後所獲得之因果

邏輯推論。接著進一步連結不同語言各

自的微觀知識庫，來建構多重語言的微

觀知識庫。在建立單一微觀知識庫的過

程中，我們會憑藉冗餘的訊息來精煉擷

取出來的資訊。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會

利用所有的文件背景來建立異質資訊網

路，也就是所謂的巨觀知識庫。整合微

觀與巨觀的資料庫後，我們也將設計一

個知識投影器，把海量的知識投影到使

用者關注的方向上。如此一來，就能一

方面應用這個知識庫，同時減輕使用者

的負荷，降低使用門檻，讓更多人共享

（圖二）。

一旦建立了像這樣跨語言、跨文件，

結合微觀與巨觀的知識庫後，除了能跨

領域建立連結而挖掘出更多新知識外，

還能應用在產生跨文件摘要、智慧型問

答、即時個人 / 公司簡介 、跨文件事件

追蹤等等，能讓人類妥善運用與掌握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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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在廣告即時競標系統中預測獲勝價格 由於觀察到在獲勝資料上，只使用獲

勝資料的線性迴歸模型表現較好；在落

敗資料上，有使用落敗資料的設限迴歸

模型表現較好。所以設計了綜合兩者的

綜合模型。實驗顯示，綜合模型普遍上

比一般的線性迴歸模型要好。

深度學習近年在點擊率預測上取得突

破，進而參考相關的研究成果，嘗試將

深度學習應用在獲勝價格的預測上。為

了讓深度學習可以從落敗資料上做學習，

於是進行了相關的研究。結果，設計了

一個結合深度學習的獲勝價格模型：它

可以採用各種深度學習的網路架構、可

( 文轉自第 11 頁 )

以使用不同的數據分佈假設、也可以同

時從獲勝資料與落敗資料上進行學習。

圖二是一個範例。

實驗顯示，深度學習模型在獲勝資料

上的表現比一般線性模型還要好；同時

在落敗資料上的學習也確實能改善模型

在落敗資料上的表現。但是在我們的實

驗中，尚未找到所謂最好的深度學習架

構與統計分佈的組合。更多技術細節請

參閱我們的論文 [1][2]。
[1] Wush C.-H. Wu, M.-Y. Yeh, and M.-

S. Chen, “Predicting Winning Price in Real 
Time Bidding with Censored Data,” in Proc. 
of ACM SIGKDD 2015.

[2] Wush C.-H. Wu, M.-Y. Yeh, and M.-
S. Chen, “Deep Censored Learning of the 
Winning Price in the Real Time Bidding,” in 
Proc. of ACM SIGKDD 2018.

許聞廉所長歡送會。 

行政室同仁共同

歡送許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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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將使用者導到其中一個備用服務上，

連接到被攻擊的備用服務的使用者，會

由洗牌機制重新分群且導向到新的或其

他的備用服務，然後，假冒成一般使用

者的攻擊者會逐漸被獨立出來至其中幾

個備用服務。但是，在傳統網路架構下，

攻擊者可事先藉由反覆詢問網域名稱伺

服器來取得所有備用服務的 IP 位址，使

得攻擊者仍可掌握所有備用服務位址進

行攻擊。所以本實驗室利用 SDN 架構的

特性，讓 SDN 交換機可直接把網域名稱

置換成 IP，不須將 IP 回報給使用者，使

得攻擊者無法取得備用服務的位址。但

此機制仍需費時修改路由規則，為了降

低規則修改的時間成本，於是設計了兼

顧時間成本和成功隔離攻擊者機率的方

法，並透過實驗證明本方法能達到與傳

統洗牌機制相同程度的隔離率同時有效

減少 50% 的時間成本。 

總結與未來展望

本實驗室針對下一代行動網路設計並

實作了相關平台，利用了 SDN 和 NFV

的特性來因應未來網路服務的需求，為

了加快反應時間，在通用型裝置上安裝

Docker 來執行網路功能，本平台也提供

了友善的操作介面給使用者。在該平台

上，本實驗室也深入探討了網路功能的

佈署問題以及抵禦 DDoS 的機制，並且

提出對應的方法最後以實作方式驗證效

能，皆勝過現存的方法，這些研發成果

已發表於知名國際會議中[見參考資料]。

總結來說，在下一代行動網路的研究領

域方面，本平台具有拋磚引玉之功能，

期望能幫助網路服務提供者在行動網路

上開發及佈建新的網路服務，更進一步

促進學術界以及業界在網路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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