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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任唐、黃從仁

機器學習
在大腦研究中的應用
機器學習比人類學習更善於從大量資料中萃取出統計上的規律性，
因此愈來愈多的腦科學研究利用機器學習，
了解腦中相應於外界刺激或內在想法的規律性神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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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非常複雜，心智與大腦的研究常
被稱為是科學最未知的邊疆。也因為非常
有趣，神經科學的研究吸引了各種領域的
人才投入，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解開心智與
大腦的運作之謎。如果把大腦的運作類比

資料
答案

專家系統

答案

機器學習

規則

成電腦的運作，神經解剖學家的研究就像
觀察電腦主機板上不同的元件彼此如何連
接以溝通資訊，神經電生理學家的研究就
像量測每個元件的電訊號如何隨著輸入訊

資料
答案

號的不同而有所變動，而計算神經科學家
的研究就像理解這些不同的元件（如中央
處理器、記憶體與硬碟）各自在電腦系統
中的功能與角色。
雖然利用電腦的類比可以幫助我們想

早期利用演繹法構築專家系統，把資料及答案輸入
系統後得到答案，近期則利用歸納法把資料及答案
輸入後得到規則。

像人腦的運作，但是人腦與電腦在各方面
仍有很大的差異。從硬體的角度來說，人
腦中的神經連接會隨著生命經驗而改變連

更善於從大量資料中萃取出統計上的規律

接強度，甚至是連接方式，但主機板上的

性。因此，在過去 20 年間，愈來愈多的腦

電路並不會隨著時間有所改變。

科學研究利用機器學習，了解腦中相應於

此外，電腦的記憶體或硬碟的容量遠

外界刺激或內在想法的規律性神經活動。

勝於人類的短期記憶或長期記憶容量。舉

以下簡介機器學習如何使用於分析

例而言，電腦可以一字不漏地背出成千上

人類大腦的結構性影像與功能性影像，進

萬本書籍中的每一個字，人類卻連背誦一

行基礎與應用研究。基礎研究方面的介紹

本書都無比困難。最後，從軟體或計算的

主要聚焦在使用非侵入式神經造影的認知

角度來看，電腦程式可以重複且正確地進

神經科學，應用研究方面的介紹則以身心

行數學運算，但人類做長時間的算術往往

狀況的診斷與腦機介面為主。最後，就機

會過於疲乏而產生錯誤。

器學習結合腦科學的發展趨勢做綜合性的

前述電腦相較於人腦的優勢，使得原

討論。

先模仿人類心智的人工智慧系統在某些作
業上甚至能夠超越人類。以打敗人類棋王
的圍棋程式 AlphaGo 為例，它能夠記憶大
量的棋譜或自身對奕經驗，進而從中學習
到能贏棋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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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中的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artiﬁcial intelligence, AI）一
詞是指讓電腦或機器人表現出類似人類智

相比之下，通常人類僅能記住相對少

慧的行為，使它們具有和人一樣的感覺、

量的棋譜和對奕經驗，且在回憶時可能會

思考和問題解決的能力。整個 AI 的發展史

混淆非常相近的盤面而無法做出正確決策。

可以簡單分為兩期：早期主要仰賴演繹推

由此可見，機器學習其實可以比人類學習

理法建構專家系統，使輸入規則與資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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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答案；而晚近主要仰賴歸納推理法
讓機器學習，使資料與答案輸入後能得到
規則。

人工智慧

舉例來說，對於「人是否會死」這個

機器學習

問題，演繹法會由「動物都會死」的規則
與「人是動物」的給定資訊，推理回答「人
都會死」，歸納法則會由「我身邊的人一個

深度學習

一個逐漸凋零」的觀察資料，歸結回答「人
會死」。
早期的專家系統之所以不再盛行，主
要是因為機器的知識完全仰賴人工輸入各
種「若－則規則」。雖然當知識資料庫的規
則擴增時，機器可以推演出更複雜的判斷
及結論（例如除了依循下棋的基本規則外，
也掌握進階的攻防規則），但只要機器所遭

人工智慧泛指電腦模擬人類思維的過程，機器學習
是讓電腦自行學習找方法，深度學習則是眾多機器
學習方法的一種，利用類神經網絡的方法來學習。

遇的狀況是在規則之外，或當資料庫中的
規則有所衝突時，機器就會無所適從。
此外，領域專家很多時候無法用言語

所以晚近相當受到研究者的青睞。深度學

表述其領域知識（如警探為何會覺得一個

習其實是「深度學習神經網路」的簡稱，

人有犯罪嫌疑），一個專家系統往往無法

概念上可理解為具有單一輸入和輸出層，

鉅細靡遺地習得特定領域內的所有知識。

但中間有多個隱藏層的類神經網路。在網

上述這些根本性的問題和實務上的困難，

路中，人工神經元之間的連結與否或連結

使得這些早期的專家系統在發展上有了

強度，會隨著所經驗的資料而有所調整，

瓶頸。

整個網路會根據研究者提供的訓練資料，

為了克服上述的瓶頸，也因為大數據
的累積，晚近的人工智慧系統開始大量使

學習如何把輸入透過一系列的隱藏層轉換
成輸出。

用基於歸納法的「機器學習」，讓機器自己

這些網路的輸入與輸出可以是各種資

可以從大量的資料中找到規則，並依此做

料型態，例如文字轉文字（如翻譯）、語音

出決策。作為人工智慧系統下的一種取徑，

轉文字（如語音辨識）、文字轉語音（如語

「機器學習」也有各種不同的方法，例如決

音合成）、影像轉類別（如影像辨識）、類

策樹及模仿生物神經系統學習能力的「類

別轉影像（如影像生成）等。相較於淺層

神經網路」。這些機器學習方法雖看似迥

的類神經網路，深度學習網路中有較多的

異，但它們本質上與人類的歸納學習相同，

人工神經元和神經連結。就像是一個具有

都是在過去的經驗中找規律，以在未來對

較多預測因子與係數的預測模型，整體的

相似的事物做出正確的判斷或決策。

模型複雜度比較高，而較能精確地捕捉到

在不同的機器學習法中，「深度學習」
因為在處理各類問題上都有突出的表現，

輸入與輸出間複雜的規律性，因此近來成
為熱門的研究對象或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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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阿茲海默氏症

磁振造影結合深度學習的影像辨識，可以幫助提高醫學疾病上的鑑別診斷。圖中很明顯看出阿茲海默氏症患
者的腦室大於一般人。

結構性腦影像的分析
相 較 於 傳 統 的 神 經 解 剖 學， 電 腦 斷
層掃描、磁振造影等腦部結構造影方法可
以幫助醫師或腦科學家，以非侵入的方式
檢視人腦內在的結構是否因為一些因素而
改變。磁振造影不若電腦斷層掃描有 X 光

如判斷影像中有沒有腫瘤，若有的話在哪
裡，能否圈選出其邊界與背景區隔。
因此，許多影像處理和電腦視覺的技
術一旦開發出來，很快地就會被腦科學研
究者應用於處理腦結構影像。例如超解析
度的技術，是把低解析度的輸入圖片透過
圖片中局部與整體的特徵，輸出成對應的

輻射的問題，且除了能夠觀測腦區本身的

高解析度圖片，本來是為了高畫質電視∕

形態與大小外，也能檢視連接腦區的神經

螢幕而研發的，卻很快地用在強化腦造影

纖維束的粗細。因此，腦科學的研究主要

的畫質，以看清一些體積較小的腦區。

使用磁振造影探究腦部的結構資訊。

在腦結構的心智與臨床研究中，經常

腦影像的判讀對人類來說是一種視覺

做的探討是比較特殊族群與正常族群的差

問題，模仿人類視覺的電腦視覺技術便常

異。例如研究發現物理奇才阿爾伯特．愛

用來自動化這些影像判讀。在電腦視覺中

因斯坦的大腦在許多腦區都比正常人發達，

主要的研究主題如全影像分類、局部影像

如負責抽象思考的前額葉、負責處理數字

的物體偵測，以及像素的分類或區域的分

和空間資訊的頂葉，以及負責連接左右腦

割等，近來都因為利用了深度學習而有突

半球的胼胝體。特殊族群在不同的研究中

破性的進展。這些電腦視覺的技術可用來

有著不同的定義，而大多數的研究主要探

判讀一般的照片，如判斷照片中有沒有貓，

討的是一些會影響心智運作的疾病，如阿

若有的話在哪裡，能否圈選出其邊界與背

茲海默氏症、思覺失調症、抑鬱症、自閉

景區隔，此外，也可判讀腦結構的影像，

症光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

機器學習法善於整合局部的腦結構特徵做出整體性的判斷，
常利用來區辨正常族群中相似局部腦結構的個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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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

＝貓

＝鞋？

利用機器學習的方法解碼腦部訊號，結合功能性腦訊號，不斷重複觀看貓或鞋子的影像，電腦可以監控特定
腦區的型態進行學習，成功解碼將可能只透過特定腦部活動的型態預測觀看的影像類別。

在這些腦結構性的研究中，以往研究
者常常以一對一的方式，比較兩個組群的
局部腦區或神經纖維束有無大小差異。現
在則常以監督式的機器學習方法，先讓機
器透過觀察大量的範例，學習整體結構影
像與族群類別間的關係，再檢視機器做族
群類別判斷所依據的影像資訊，了解兩個
族群的腦結構差異。如果把族群間局部的
腦結構差異視為一種疾病診斷的症狀，機

功能性腦訊號的分析
相較於短時間內不太會變動的腦結構
影像，功能性磁振造影、腦波圖以及腦磁圖
等功能性腦訊號則是反饋出大腦相同區域
因處理不同資訊時所做出的不同反應。舉
例來說，即便大腦的大小和其神經連接沒
有改變，當外界造成視覺而非聽覺刺激時，
在大腦視覺區所處的枕葉會比在聽覺區所
處的顳葉展現出更活躍的功能性腦訊號。

器學習法則能同時權衡症候群的各種症狀，

此外，不同的視覺刺激物也會在大腦視覺

以精準地判斷疾病。

區或枕葉誘發出不同的功能性腦訊號，否

因為機器學習法善於整合局部的腦結

則我們無法辨識不同的物體。

構特徵做出整體性的判斷，也常用以區辨

在前述的基礎上，認知神經科學能夠

正常族群中相似局部腦結構的個體差異。

透過操弄實驗參與者的外在刺激或內在狀

舉例來說，機器學習法可以從腦結構影像

態，研究不同的大腦區域或網路各自負責

判斷出一個人的性別、在哪一個季節出生、

處理不同類別的資訊，進而發現知覺、注

現在約略幾歲、IQ 分數，以及是否抽菸等

意力、記憶、情緒、動機、執行控制等心

個人資訊。可見不管是先天還是後天的因

智功能相應的腦區∕腦網路。在這樣的研

素影響腦部發展，機器學習法都有機會發

究中，機器學習能進一步幫助研究者探討

掘出這些因素相應的腦結構特徵，進而幫

相同的腦區或腦網路是否會因內外在狀態

助認知神經科學家了解心智運作的腦神經

在特定面向上的改變，而有相應、可區辨

基礎。

的反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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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利用機器學習可以回答：「不同
的人臉會在單一或多個視覺區誘發出可區
辨的功能性腦訊號嗎？」對於不處理人臉
資訊的大腦視覺區，機器學習會因為找不
到其反應模式，而無法準確地用臉去預測
其腦訊號的變化，反之則可。
功能性腦訊號可視為心智功能的伴
影，就像我們能從湖面上的倒影或地面上的
光影大致推斷一個人的身分。雖然不同的
儀器所量測的訊號時空解析度不同，各種
功能性腦訊號也常應用來反推心智的狀態
與活動。
如果說認知神經科學中透過實驗操弄
心智功能以觀察腦活動的過程，是一種由
因到果的順向推論，則利用機器學習解碼
大腦訊號所達成的讀心術，是一種由果到
因的反向推論。這些反向推論可以是一個
人有意識地在看什麼、想什麼，或是無意識
地在夢什麼。而推論的層次可以從簡單的狀
態分類（如看∕想到的是貓還是狗），到答
案仍是有限集合的狀態識別（如看∕想到的

神經義肢系統透過解碼器辨識運動意圖，協助使用
者更精準地操控義肢。

是 A 貓……Z 貓的哪一隻），乃至沒有任何
假設的狀態重建（如看∕想到的是什麼）。
當功能性腦訊號能夠即時地解碼還原

訊號，通常採用簡單而有效的「卡爾曼濾

成意念（如向左或向右動），研究者就能利

波器」作為解碼器，來估計使用者對外部

用這個意念操控外在的裝置，這正是「腦

裝置速度和位置的控制意圖。然而，因為

機介面」與「神經義肢」的研究範疇。「腦

軟硬體環境的成熟，現在這些系統中的解

機介面」顧名思義是把人類或動物的大腦

碼器也逐漸替換成計算更複雜，但能更準

訊號橋接到電腦的方法，「神經義肢」則是

確估計使用者意圖的機器學習系統。

替代神經通路受損部分的人工植入裝置，
如人工手或人工腳。
腦機介面系統常使用腦波圖量測神經

16

展望

訊號，並解碼不同的運動意圖，以控制遊

心理學家常常需要仰賴各種測驗和問

戲角色、輸入裝置、家庭電器、醫療輔具等。

卷，了解一個人的心智能力與個人特質，

類似地，神經義肢系統也需要一個神經訊

然而這些心理量測的工具不管對施測者或

號解碼器來判斷使用者的運動意圖。在過

受測者來說都相當耗時費力。腦結構影像

去，因為這些系統需要能夠即時分析神經

分析的進展，讓我們對身心狀態的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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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在大腦研究中有許多具創意的應用，
使得大腦的研究能從「觀察」與「解釋」走向「預測」與「控制」的階段。
甚至是未來預測有一種新的想像：或許在
不久的將來，類似抽血檢查，只要接受腦
結構掃描，便可以得到一份羅列各種指標
的個人報告。
與抽血檢查相同的是，這些腦結構影
像分析的結果會告知我們對應的健康狀態，
例如我們的記憶區是否有萎縮，或整顆腦
的老化程度是否與實際年齡不符；而與抽
血檢查不同的是，這些腦結構影像分析的
結果能告知的不只是身體的狀態，也能揭
露如智商、性格等的心理資訊。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現在這些腦結構
掃描加上分析相當耗時，但因為深度學習
能快速地把核磁共振訊號還原重建出對應

Matt Damon（ 麥 特 戴 蒙 ） 在 Elysium（ 極 樂 世 界 ）
中所使用的外骨骼裝置，科幻電影的想像可能離我
們越來越接近了。

的腦結構影像，且快速地做出各種電腦視
覺分析，在未來預期能在幾分鐘內就完成

嵌入身體內部的感測器或電刺激儀，去調

這樣的身心評估。更重要的是，由於「可

控局部的神經系統狀態或功能。

解釋性 AI」技術的進展，機器學習的決策

整體來說，機器學習在大腦研究中有

再也不是一個黑盒子，研究者或臨床工作

許多具創意的應用，使得大腦的研究能從

者可以清楚地知道機器是根據腦中結構特

「觀察」與「解釋」走向「預測」與「控制」

徵的變異而做出判斷。

的階段，甚至是愈來愈接近日本漫畫「攻

功能性腦造影的核心問題是了解或解

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所描述的科

碼腦區的訊號，預期在未來透過進階的機

幻場景。在漫畫中，人體器官都能被生化

器學習技術，能對每個腦區如何儲存和處

電子取代，而人類大腦也可以改裝成具有

理訊息有更精確的掌握。例如在深度學習

網際網路功能的電子腦，使得整個社會充

網路中，除了用來做物體識別的卷積神經

斥著生化人（Cyborg）。在漫畫發表 30 年

網路外，用來做影像合成的「生成對抗網絡」

後的現在，這些關於腦機介面、仿生義肢、

都已經當做腦訊號解碼器重建心中的意念，

腦對腦交流，甚至是電子大腦等科技構想，

並獲得不錯的成果。

在機器學習的幫助下正逐步實現。

預期這些計算較為耗時的複雜解碼技
術，在電腦與晶片硬體計算速度提升後的未
來，將被腦機介面與神經義肢系統普遍採

鄭任唐、黃從仁

用。此外，也預期這些解碼器的輸出結果

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能控制不只是身體外部的裝置，還能控制

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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