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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最近在天下雜誌上有一篇文章 “有沒有錢?研究發現，看臉就知道”[1]，

文中指出光看臉其實就可以判斷一個人的階級。這些問題讓我聯想到人工智慧

(AI)的一項應用就是圖像辨識，因此想要探討將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人臉辨識的

可能性。 

本研究以監督式學習的實驗設計應用於 AI深度學習，探討以 YOLOv3 應用於

人臉辨識的可行性，本研究先探討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判斷台灣人或外國人的可

行性，研究結果顯示可以有效辨別同一圖片中的台灣人與外國人。此外，本研究

探討強化訓練集對於提升 AI人臉辨識率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學習結果 mAP

可高達 97%，實際測試在使用強化完整性的訓練集後，可以有效提升辨識率。 

本研究延伸探討了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辨識“明星臉”的可能性，從測試結

果發現，AI人臉辨識的確可以大致辨識出是否為 “明星臉”的特徵，在大部分

的測試案例上都能正確辨識出 “明星臉” 與 “非明星臉”，從結論來看，AI

圖像辨識的確有能應用於找出常人所無法辨識的特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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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 

最近在天下雜誌上有一篇文章 “有沒有錢?研究發現，看臉就知道”[1]，

文中指出多倫多大學心理學研究員比約登思多蒂爾（R. Thora Bjornsdottir）

與心理學教授魯爾(Nicholas O. Rule）所帶領的實驗發現，光看臉其實就可以

判斷一個人的階級。 

這篇文章引起我的好奇，如果人的臉上真的能反映每個人的“特質”，那是

不是也可以看出其他的事情，例如: 

這個人聰明嗎? 

這個人是從事哪種職業? 

這個人是哪一國人? 

這個人有隱藏的疾病嗎? 

這些問題讓我聯想到有人透過面像來算命，藉以預測未來，假設人類的臉部

特徵真的隱藏了許多資訊，如果能透過科學研究建立一套有邏輯的方法，相信會

是很多人都感興趣的事，同時我也想到最近很紅的人工智慧(AI)的一項應用就是

圖像辨識，因此藉由這次科展的機會，我們想要探討將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人臉

分析及預測的可能性。 

貳、 研究目的 

一、尋找適合的 AI圖像辨識方法 

二、在有限的計算資源下，建立以 AI 圖像辨識分析人臉預測的實驗方法 

三、探討訓練集(dataset)大小對 AI 辨識訓練時間與辨識精確度的影響 

四、探討以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人臉辨識的可行性 

參、 研究設備與器材 

參考文獻與名詞解釋如附件 

    在研究設備上，AI 的演算需要耗費大量的計算資源與時間，影像辨識的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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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更是需要大量的訓練集(dataset)與時間，由於軟硬體的資源有限，本研究

僅使用了自己的個人電腦來做 AI 運算，計算設備上的不足也影響了決定使用訓

練的資料庫大小。 

 

硬體設備 

個人電腦: CPU: Intel i3 4160 CPU @3.6GHz 

         Memory: 8GB 

軟體設備 

1. YOLOv3 是一款免費開源圖像辨識軟體[7] 

2. Darknet是一個用 C 和 CUDA編寫的開源神經網路框架[8] 

3. OpenCV是一個跨平台的電腦視覺庫[9] 

4. Visual Studio是 Microsoft的程式開發工具[10] 

5. OS : Windows 10 Home edition 

肆、 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實驗方法 

1. AI 圖像辨識工具的選擇 

目前可取得的 AI 圖像辨識工具相當多，因此要如何選擇適合我們研究的工

具是的第一個遇到的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本研究要探討的人臉辨識是相當複雜的問題，就算是科學發達的現今，我們

也很難簡單的人為將臉部特徵分類，因此必須採用讓模型自己處理分類的方式，

也就是使用深度學習並利用類神經網路來找出臉部特徵，而深度學習的 AI 圖像

辨識必須要龐大的計算資源及耗費相當長的時間，因此可以採用監督式學習來加

速學習的成效，並利用其準確率高的優點。因此本研究所採取的策略是採用深度

學習的 AI圖像辨識工具再加上監督式學習的實驗設計。 

雖然目前有相當多採用類神經網路的圖像辨識工具，並且各有其優缺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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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只有比較常見的辨識工具，在幾個我們比較關心的重點上作考量所做出

的結果，此選擇結果並未考慮其他所有情況的適用性。 

本研究只比較 Google AutoML[11]，Amazon AWS[12]，MATLAB[13]，YOLOv3[7]

等軟體，然而考量在學術研究的前提下，是否免費，是否有開源碼，使用難易度，

速度及精確度等等的原因，由於除了 YOLOv3 以外，其他的工具都是要付費的，

並且沒有開源碼也就是沒有公開原始程式給使用者下載，當然這些工具都有其優

點，例如更多的演算法與數學模型可供選擇，但是本研究在考量後還是選擇了

YOLOv3。 

2. 圖像辨識常用指標 

 TP(Truth Positive)：影像待測件被系統正確偵測到的件數 

 FP(False Positive)：未真實存在的影像件被系統錯誤偵測到的件數 

 FN(False Negative)：影像待測件未被系統偵測的件數 

 IOU (intersection over union):就是兩個物件的重疊(overlap)/交

集比例，由下圖六可以明顯得知。 

 

圖六 IOU 示意圖 [14] 

 Precision :「所有被檢測為目標」但「正確分類為目標」的比例。亦

即 TP/(TP+FP)。在目標檢測(object detection)時，我們通常會進行

IoU計算，如果 IoU大於一個閾值(threshold，通常是 0.5)，則認為這

個目標被是一個 TP，如果小於這個閾值就是一個 FP。[14] 

 Recall: 資料中的「所有目標」但「正確分類為目標」的比例。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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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TP+FN) 

 AP(Average Precision) : 在同一物體多目標檢測中的平均精確度。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 : 在多物體檢測時，在完成每一種物體

的 AP 後的平均值。 

最後附上由[14]所整理的模型評估-驗證指標表，可以更容易理解這些常用

指標的定義。 

表一 模型評估-驗證指標[14] 

 

3. YOLOv3 介紹 

YOLO 系列 (You Only Look Once, YOLO) 是關於物件偵測 (object 

detection) 的類神經網路演算法，以小眾架構 darknet 實作，該架構沒有用到

任何著名深度學習框架，輕量、依賴少、演算法高效率，在工業應用領域很有價

值，例如行人偵測、工業影像偵測等等。 

最初版本的 Yolo論文公佈於 2015 年，刊登於 arXiv 公開論文網站上，掛名

的作者分別是 Joseph Redmon、Santosh Divvala、Ross Girshick 以及 Ali 

Farhadi，但主要開發者應該是 Joseph Redmon，他的 YOLO 論文 v2 版還被選為

2017 年最佳論文[15]。表二為 Yolo 歷代各版本的比較表[16]，Yolo 目前有更

新的版本但是因為 v3[17]算是比較穩定的版本，因此本研究還是以 v3 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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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Yolo 歷代各版本的比較[16] 

 

在此也列出在 Yolov3官方網站[7]上比較其 inference time vs mAP，由圖

七可以看出 YOLOv3 在與其他工具比較下，在不同訓練集上，同時考量速度與精

確度，有相當優異的表現。當然 YOLOv3 可以用於動態影像的物件識別，目前本

研究只著重在靜態圖像的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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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YOLOv3在不同訓練及上的速度與精確度表現 

 

4. 安裝與測試 YOLOv3 

本研究在比較一些目前容易獲得免費開源軟體後，最後決定以 YOLOv3 作為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來對所收集的人像進行圖像辨識。首先安裝 Windows版

本的 YOLOv3，安裝方法可以參考[18]的詳細介紹。首先要安裝 Darknet，Darknet

是一個用 C 和 CUDA 編寫的開源神經網路框架。它快速，易於安裝，並支援 CPU

和 GPU 計算，然後安裝 opencv windows 版本，OpenCV 的全稱是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是一個跨平台的電腦視覺庫。OpenCV可用於開發即

時的圖像處理、電腦視覺以及圖型識別程式。然後調整程式語言編譯器的環境設

置，本研究使用 Visual Studio並執行 YOLOv3。 

實際上在過程中遇到相當多的困難，靠著不斷在網路上尋找資料才解決問題，

由於 YOLOv3 原始程式都是在 Linux 環境下測試的，因此直接在 Linux 環境下執

行會比 Windows 下簡單很多，這也是這此所學到的經驗。 

圖八與圖九為安裝完成後的測試結果，使用 no gpu 版本及 yolo v3 已經訓

練好的 wights，計算測試圖片時間約為 4705ms，confidence score 為 person 

74%-99%，bench 47%，tie 50%，confidence score 代表的是 YOLOv3對於所預

測物件的準確度。由圖七可以看到辨識出的物體會以有顏色的方框標出，其中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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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為人 (person)，其他是綠色(bench, tie) confidence score 為方框上方所

標示的數字(以右下方女孩為例: person 0.96)表示辨識目標為 person 的

confidence score 為 96%。不過小嬰兒沒有被辨識出來，有可能跟照片的解析度

有關係，或是物件太小無法辨識。但是大致來說，人物的辨識率還是相當高，測

試結果相當不錯，證明 Yolo v3可以應用於接下來的實驗。 

 

 

圖八 Yolo v3 測試結果數據 

  

  

圖九 Yolo v3 測試結果圖片 (圖片為網路資料，僅供研究使用) 

YOLO 的演算法，對國中生而言，能理解的內容相當有限，作者的官方網站對

演算法有相當詳細的說明[7]。 

5. YOLOv3訓練用檔案準備 

要開始使用 YOLOv3訓練 AI前，除了必須準備訓練用的圖片，還必須準備好

設定檔案，由圖十可以看到有六個檔案，其中 voc.data 為訓練資料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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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names 為訓練類別檔，test.txt/train.text 分別為測試用與訓練用圖片路

徑，因為本研究所使用電腦設備的限制，因此選擇了簡易版本的 YOLO 設定檔

yolov3-tiny.cfg 與已訓練過的權重 yolov3-tiny.weights，這兩個檔案可以在

YOLOv3 網站下載[7]，而其他檔案必須根據使用者情況來設定。 

 

圖十 YOLOv3訓練設定檔 

二、實驗設計 

由於本研究沒有龐大的計算資源，僅以身邊隨手可得的個人電腦作為研究的

設備，因此在實驗設計上以估算能完成的計算量來做為實驗設計的重要考量，採

用監督式學習來設計訓練集，在經過設計限制條件下的小範圍訓練集來測試 AI

臉部辨識能否在有限數量的訓練集下正確辨識臉部特徵，根據實驗結果再漸進式

的增加訓練集的資料量與包含特徵範圍，圖十一為實驗流程圖。 

 

圖十一 實驗流程圖 

伍、 研究結果 

本章節將針對實驗的結果，根據實驗流程順序來依序探討。 

1. 探討 AI圖像辨識應用於辨識台灣人或外國人的可能性 

首先以非常少量的訓練集來訓練 YOLOv3 來辨識 Taiwanese, Foreigner 兩

個類別(class)，共收集 70張人像，其中 35 張台灣人像、35張外國人像，其中

各使用 30 張為訓練及 5 張為測試用，如圖十二所示。由於是初步實驗，在還不

確定所選擇的工具是否有使用上的限制以前，為了提高訓練成功的機率，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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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臉孔可能會增加訓練的難度與時間，因此在訓練集的設定上先排除亞洲其他

國家。另外，由於小孩，特別是嬰幼兒，照片收集不易，因此本實驗也先不考慮。

 

圖十二 本研究所使用之訓練集 (使用圖像僅供研究使用) 

圖十三為 YOLOv3訓練過程收斂圖(average loss vs iteration number 和

mAP vs iteration number)，由圖中可以看到 average loss 隨著疊代次數

(iteration number)增加在 3000 iterations 以前快速的收斂，之後就漸漸下

降，根據所收集到的資料建議，average loss 小於 0.06 時可以視為訓練完成，

由圖上顯示 average loss=0.0345 < 0.06。另外，由 mAP 來看，mA從 10%開始

上升，在 iteration 5000 次以後，開始震盪收斂，但是整體趨勢向上。本實驗

總共花了約 48 小時(170000s)，總共 34000 iterations。 

 

圖十三為 YOLOv3 訓練過程收斂圖 

從實際檢測的結果來說，由表三實驗檢測結果整合表所示，不論是台灣或是

外國人，都有很高的辨識度(92%-100%)，儘管如此，因為本實驗提供檢測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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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10張，且訓練用照片才 60張，因此本實驗結果只能做為參考，未來還需要更

多的資料來驗證，但是實驗結果對於 AI 辨識用於表情辨識，提供了相當正向的

趨

勢，

並

且

使

用

少

量

資

料，也能做 AI 的初步研究，也讓我們對於後續的 

研究更有信心。 

 

2. 探討 AI辨識應用於同時分辨台灣人與外國人的可能性 

在表三中外國人圖片的第四張，我們看到對於同一圖像，AI 同時辨識為

Taiwanese(68%)及 Foreigner(94%)，這顯示了目前 AI所擷取的特徵，有部分是

重疊的，當然這也跟訓練集的大小及訓練時間有關，有鑑於此，本實驗便進一步

思考如果同時在圖片中有台灣人與外國人，AI辨識是否還能準確地分辨呢?因此

表四為 AI 辨識多類別圖像結果整理表，一共準備了五張照片來檢測，如表四所

示，所選取的照片都至少有一位台灣與外國人在內，在這個實驗中，可以看到相

當有趣的結果。為了方便討論，以下都只以圖中人物的方位來分析結果。 

 在圖一中，左及右人物都可以成功辨識出為台灣人，而中間人物則同時被辨

識為 Taiwanese(47%)及 Foreigner(68%)，代表中間人物在 AI辨識時，同時

有台灣與外國的特徵被辨識出，由結果來說，判斷為外國人的機率還是比台

灣人高。 

表三 AI圖像辨識單一類別檢測結果(使用圖像僅供研究使用) 

檢測照片  

Taiwanese 

     

Confidence score 100% 100% 94% 100% 92% 

檢測照片 

Foreigner 
     

Confidence score 100% 100% 93% 9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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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圖二中，左方人物成功被辨識出台灣人 (96%)，右方人物則是

Taiwanese(47%)及 Foreigner(87%)，代表右方人物在 AI辨識時，同時具有

台灣與外國的特徵被辨識出，由結果來說，判斷為外國人的機率還是比台灣

人高。 

 在圖三中，左右方人物都同時被辨識出 Taiwanese(56%)、Foreigner(33)及

Taiwanese(38%)、 Foreigner(68%)，大致來說，左方辨識為台灣人機率高

而右方辨識為外國人機率高，然而整體的辨識率都不算太高。 

 在圖四中，左方人物成功辨識為外國人(88%)，右方人物也成功辨識為台灣

人(97%)，然而下方的人物卻沒有被辨識出來，這應該跟訓練集未加入小孩

的照片有關，因此無法學習到小孩的特徵。 

 在圖五可以看到左方人物被辨識出台灣人(86%)，而右方人物也被辨識為台

灣人，且辨識率高達 94%，這實際上是一個錯誤的辨識結果，代表目前的人

臉辨識，還是無法達到 100%正確率，要如何降低這樣的狀況，將會是之後很

好的研究方向。 

表四 AI辨識多類別圖像結果整理(使用圖像僅供研究使用) 

編號 照片 結果 

1 

 

左 : Taiwanese 

(94%) 

中: Taiwanese(47%) 

   Foreigner(68%) 

右: Taiwanese(96%) 

 

2 

 

左:Taiwanese(96%) 

右:Taiwanese(46%) 

   Foreigner(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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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加強訓練集對 AI辨識台灣人與外國人正確率的影響 

根據之前的結果，本節嘗試補強訓練集的完整度，在收集的台灣人與外國人

的照片中涵蓋了少年、成年、老年的照片，想了解涵蓋了不同年齡層的訓練集後，

利用 YOLOv3的 AI辨識是否還能夠準確辨識台灣與外國人，本實驗所採用的訓練

集組合的設計如圖十四，由於青少年與老年人照片較難收集，因此收集照片的數

量少於成年人，所有照片的組合顯示於圖十五。 

 

圖十四 訓練集組合內容 

 

3 

 

左:Taiwanese(56%) 

   Foreigner(33) 

右:Taiwanese(38%) 

   Foreigner(68%) 

4 

 

左:Foreigner(88%) 

右:Taiwanese(97%) 

下:無法辨識 

    

5 

 

左:Taiwanese(86%) 

右:Taiwanese(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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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訓練集圖像組合 

這次訓練總共約耗時 72Hrs，訓練結果顯示 mAP 約 97%，其中台灣人辨識率

98%、外國人辨識率 97%，實際測試結果如表五所示，由結果可以看出不論是台灣

人或外國人，AI 臉部辨識都呈現出相當高的辨識度，然而在台灣人的測試結果

中，圖中老人的辨識度只有 27%，可能是跟老人的訓練資料較少有關，也顯示目

前的辨識率無法涵蓋所的狀況。 

     接著我們測試同時有不同物件類別時，AI辨識的正確率是否也會有所改善，

結果如表六所示。 

表五 AI圖像辨識單一類別檢測結果(使用圖像僅供研究使用) 

檢測照片  

Taiwanese 

      

Confidence score 98% 98% 100% 98% 98% 27% 

檢測照片 

Foreigner 

      

Confidence score 100% 100% 96% 97% 1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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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一顯示，AI可以辨識出左方是歐美小孩，右方是歐美老人，但是小孩的

辨識率只有 28%。 

 由圖二顯示，AI 可以辨識出左方及右方都是歐美老人，但是左方老人的辨

識率只有 26%。 

 由圖三顯示，AI 可以辨識出左方為外國人為 92%，右方台灣人為 100%，這

結果比之前的辨識率又更為提高，但是下方的小孩依然無法辨識。 

 由圖四顯示，跟之前的測試結果相比，辨識率也相對提升，原本無法辨識右

方的外國人也出現 26%的辨識率。 

 由圖五顯示，AI 能正確辨識出左中右所有的物件，並且辨識率也比之前的

結果又更提升了。 

 由圖六顯示，左方辨識為外國人的辨識率為 30%，右方則辨識為台灣人的辨

識率為 100%。 

表六 AI辨識多類別圖像結果整理(使用圖像僅供研究使用) 

編號 照片 結果 

1 

 

左 : Foreigner 

(28%) 

右 : Foreigner 

(98%) 

 

2 

 

左 : Foreigner 

(26%) 

右 : Foreigner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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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測試結果來看，單一類別的辨識率相當高，不論在青少年、成年、老年 

的辨識率都很高，但是在台灣老人的辨識率上有一例是只有 27%，原因可能是老

人的訓練照片較少。從多物件辨識的結果來看，在增強了訓練集的完整性後，AI

辨識能捕捉到老人與青少年的特徵，因此在整體辨識率上有了進步，雖然還是會

3 

 

左: Foreigner(92%) 

右 : 

Taiwanese(100%) 

下: 無法辨識 

4 

 

左 : Taiwanese 

(100%) 

右 : Taiwanese 

(69%) 

   Foreigner (26%) 

    

5 

 

左 : Taiwanese 

(100%) 

中 : Foreigner 

(70%) 

右 : Taiwanese 

(98%) 

    

6 

 

左 : Foreigner 

(30%) 

右 : Taiwanese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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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分情況下會有較差的辨識率。 

就整體結果來看，涵蓋較廣的物件特徵，對於訓練 AI 物件辨識有正面的幫

助，能更正確的辨識物件，因此未來若能在補強訓練集的完整度，必提高訓練集

的資料量，應該能再提升 AI辨識率。 

4. 探討 AI人臉辨識是否能辨識“明星臉”的特徵 

由以上結果可知，AI人臉辨識可以成功辨識出台灣人與外國人的臉部特徵，

這樣的結果和一般人的經驗很類似，大部分人可以憑經驗判斷這個人是不是外國

人，然而，本研究想要更深入探討 AI 人臉辨識是否能更進一步擷取隱藏的特徵，

也就是一般人也無法準確的判斷出的結果。 

在考量現有的工具與有限的資源，本研究想要深入探討 AI是否能辨別 “明

星臉”的臉部特徵，為了確保能有效地擷取臉部特徵，避免因為過多的特徵量影

響到深度學習所需的訓練集大小及時間，因此將繼續採用監督式學習，必且侷限

訓練集為亞洲明星(Star)及亞洲非明星(Non-Star)兩類別，並且排除未成年人，

因為未成年人的明星資料收集不易，目前訓練集的內容為亞洲明星 40 張照片，

包含日本、台灣、中國、韓國各 10張；而亞洲非明星也選取 40張照片，同樣包

含日本、台灣、中國與韓國。 

本次 AI訓練時間為約 48小時，總共疊代約 50000次，訓練結果 mAP=75.28%，

其中 Star 75%、Non-Star 75.56%，兩類別學習結果相近但是都不算高的辨識率。

圖十六為 AI 訓練的疊代過程的收斂圖，由圖可以看出，不像之前的疊代能很穩

定的收斂，而是不斷的震盪，但是卻是在穩定的區間震盪而不是發散。此外，從

疊代的過程我們也推測在特徵擷取的過程似乎沒有找到很明顯的特徵，因此接下

來將由實際的測識來探討 AI辨識的結果。 



18 

 

 

圖十六 AI訓練疊代過程 

 

表七為 AI圖像辨識大明星的實測結果，測試的照片都是只含有單一物件的照片，

由結果可以看到，令人意外的是 AI人臉辨識訓練的結果的確可以辨識出明星臉，

由表七的 Star 結果可以看出除了第四個測試結果是完全辨識錯誤為 100% Non-

Star，因此標註為(100%)，其他的測試結果都能有相當高的辨識率。另外，作為

對照組的 Non-Star測試結果，大部分都能準確辨識為 Non-Star，其中案例二與

案例四，同時辨識為 Star 和 Non-Star，並且 Non-Star 的辨識率都高於 Star，

分別為 50% (47%)和 96% (45%) 值得一提的是，測試案例五的結果為 Star 85%，

因此標註為(85%)。 

從結果來看，在本研究採取侷限訓練集的策略下，AI 人臉辨識的訓練結果，

可以辨識大部分的案例，也能分辨明星與非明星的人臉，此外，Non-Star 的案例

二與四，同時辨識出 Star與 Non-Star 的特徵，猜測是案例也許同時擁有部分的

明星特徵，這也許和一般人的看法有些許的雷同之處，或者也可以說有些人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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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明星但是也帶有明星的氣質。另外，Star 的案例四辨識出完全相反的結果，

這也許跟訓練集不足有關。還有 Non-Star 的案例五也辨識出相反結果 85%，這

結果也許是這個案例也具有明星特質或是訓練集還需要補強的原因。 

    緊接著，我們探討同一照片中含有多個物件或類別的情況，表八為測試的結

果。 

 案例一顯示左方同時辨識為 Star (63%)與 Non-Star(34%)，右方為 Non-Star 

(92%)，從結果來看辨識結果大致是正確的。 

 案例二顯示左方同時辨識為 Star (33%)與 Non-Star(93%)，右方為 Non-Star 

(82%)，從結果來看，左方辨識結果是錯誤的，而右方是正確的。 

 案例三顯示左方辨識為 Star (85%)與右方 Star (96%)，從結果來看辨識結

果大致是正確的。 

 案例四顯示左方辨識為 Star (26%)與右方 Star (99%)，雖然左方的辨識率

較低，但是從結果來看，辨識結果大致算是正確的。 

 案例五顯示左方同時辨識為 Non-Star(61%)與 Star (26%)，右方為 Non-Star 

(96%)，雖然左方同時辨識為 Star 與 Non-Star，但是 Non-Star的辨識率高

於 Star，從整體結果來看，辨識結果還算是正確的。 

表七 AI圖像辨識單一類別 “明星臉” 檢測結果(使用圖像僅供研究使用) 

檢測照片  

Star 

      

Confidence score 100% 99% 76% (100%) 97% 100% 

檢測照片 

Non-Star 

      

Confidence score 99% 50% 

(47%) 

100% 96% 

(45%) 

(85%) 98% 



20 

 

 

 

 

 

 

陸、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 YOLOv3 作為深度學習圖像辨識的工具，並搭配監督式學習的實

驗設計，來達到在有限的計算資源與時間下，利用少量的訓練集來研究 AI 圖像

表八 AI辨識多類別圖像 “明星與非明星” 結果整理 

(使用圖像僅供研究使用) 

編號 照片 結果 

1 

 

左: Star (63%) 

   Non-Star (34%) 

右: Non-Star (92%) 

 

2 

 

左: Star (33%) 

   Non-Star (93%) 

右: Star (82%) 

    

3 

 

左: Star (85%) 

右: Star (96%) 

 

4 

 

左: Star (26%) 

右: Star (99%) 

       

5 

 

左: Non-Star (61%) 

Star (35%) 

右: Non-Star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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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應用於臉部特徵擷取，評估此研究方法的可能性。 

在探討 AI 辨識圖像應用於辨識台灣人或外國人臉部特徵時，本實驗以少量

的訓練集，以監督式學習的實驗設計，總共挑選 70張照片，35張台灣人及 35張

外國人，來訓練 AI辨識台灣人與外國人的臉部特徵。從結果來看，整個 YOLOv3

訓練結果有成功收斂，並且檢測結果的 mAP 也都高於 60%，並且大部分都高於

90%，從表三的結果來看，辨識率相當高(92%~100%)。分析為何在如此少的訓練

集還能有如此高的辨識率，主要原因如下: 

1. 本實驗的訓練是建立在 YOLOv3 已訓練好的權重(weights)上，本實驗選擇了

精簡版的 Yolov3-tiny.weights，可以在 YOLO 網站[7]上直接下載，因此能

使用較少的資料來訓練，不但能減少計算時間，也提高了成功的機率。 

2. 因為本實驗只是首先要確認 YOLOv3 能否做到臉部辨識的功能，因此使用監

督式學習，並且只採用在成年人的照片，在這樣的設定下，相對的難度降低

很多，透過這樣的設計，也確定了可以應用 YOLOv3 來做臉部辨識的研究。 

在衍伸探討 AI 辨識在同時辨識多類別物件時，考慮照片中同時有台灣人與

外國人的情況下，由表四可知，在測試的五張照片中，有四張都能成功辨識，有

三張預測同一人物同時是台灣人及外國人，但是預測正確類別的機率都較高，但

是在表四的圖五，發生辨識錯誤，將外國人辨識為台灣人，並且預測信心度為 94%，

這代表目前的訓練模型還無法正確辨識所有的台灣人，這在目前的 AI 辨識應用

上也經常發生，這代表目前訓練集還無法涵蓋所有的臉部特徵，目前的訓練結果

還有進步的空間。要達到更高的辨識率，必須要收集更多的資料，擴大訓練集來

提高正確性。 

根據前兩節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嘗試加強訓練集所涵蓋的範圍，分別為台灣

青少年、成年及老年人與外國青少年、成年及老年人，由訓練結果顯示，使用

YOLOv3 作 AI圖像辨識能成功辨別台灣人與外國人，不論是青少年、成年或老年

人，在 100000 iterations 約 72小時的訓練結果顯示 mAP高達將近 97%，其中

台灣人的辨識信心度(confidence score)約 98%、外國人約 97%，如圖?所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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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同時驗證了同時辨別多類別物件時，本研究的訓練結果也能正確辨識台灣

人與外國人，不論是同時辨識包含不同年齡層的條件，或是同時包含台灣與外國

人的條件，大致上都有相當高的辨識率，雖然本研究所驗證的實驗數量有限，從

趨勢來看的確顯示出 AI 圖像辨識能正確辨識台灣人與外國人。這樣的結果跟我

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是吻合的，一般人也能辨識出台灣人與外國人的特徵，只是一

般人無法準確定義出類似數學模式的規則，這也是本研究嘗試採用 AI 深度學習

來擷取臉部特徵，試著找出隱藏的非線性關係，證明 AI 辨識能準確辨識不同國

家人的臉部特徵。雖然驗證實驗還是有少數辨識率較低，但是至少還是能辨識出

來，推測如果能再強化訓練集的質與量，應該能再提升辨識的正確率。 

 最後本研究探討了 AI 人臉辨識 “明星臉” 的可行性，想要驗證 AI 是否

能捕捉 “明星臉” 這樣抽象的特徵。在侷限的訓練集條線下，訓練連結果 mAP

為 75.28%，令人意外的是，實際測試結果顯示 AI 人臉辨識的確能分辨 “明星

臉” 與 “非明星臉”，雖然辨識率跟辨識台灣人與外國人比稍微低了一些，但

是整體趨勢上是可以辨識出 “明星臉” 的，這樣的結果呼應了本研究一開始

的想法，是否能利用 AI 來辨識常人所無法辨識的人臉特徵，人的臉部特徵是不

是還隱藏了很多資訊，本研究就像是一個敲門磚，發現了 AI 圖像辨識的另一種

潛在應用，透過本研究，我們也瞭解後續還有很多的方向可以繼續探討，本研究

的結果，也帶給我們未來繼續研究的信心與動力。 

在本實驗的過程中，發現所收集照片的質量，會嚴重影響實驗的結果，這也

是在實驗過程中，收集照片是本研究最大的困難，在篩選收集到的照片後，剩下

能使用的舊寥寥可數，因此，根據本研究曾經遇到的問題，整理目前使用 AI 辨

識圖像會發生錯誤的幾個原因，大致分為以下幾點: 

1. 訓練集數量太少，無法擷取到所有特徵 

2. AI訓練時間太短，沒有收斂 

3. AI訓練結果學習率過低，平均損失(average loss)太高，通常建議學習率要

低於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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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集的圖像解析度太差，通常建議解析度要大於 416x416 

5. 偵測物件在圖像中的部分比例太小 

6. 照片比例並非正常比例，例如太扁平或太細長 

7. 照片中的物件非正面臉部 

8. 照片中的物件有重疊或是被遮擋的現象 

以上是整理本研究所發現在 AI辨識圖像中經常會發生錯誤的原因，也希望能

藉由本研究的經驗能幫助其他 AI辨識圖像研究的團隊，也能夠做為未來研究 AI

辨識的參考。 

 

柒、 結論 

本研究採用 YOLOv3 來探討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辨識台灣人與外國人臉部特

徵之可行性，在有限計算資源與人臉照片收集不易的條件下，本研究採用監督式

學習的實驗設計應用於 AI 深度學習，結果顯示可以有效減少訓練集的資料量，

並同時減少訓練所需的時間，對於計算資源有限且訓練集資料收集不易的問題，

提供另一種可行的方法。 

本研究以監督式學習的實驗設計應用於 AI深度學習，探討以 YOLOv3 應用於

人臉辨識的可行性，本研究先探討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判斷台灣人或外國人的可

行性，研究結果顯示可以成功辨識單一類別物件。接著本研究再探討 AI 圖像辨

識應用於判斷同時有台灣人與外國人的可行性，研究結果顯示可以有效辨別同一

圖片中的台灣人與外國人。由於前面兩項研究是在有條件限制訓練集所涵蓋範圍，

在 AI 學習特徵不完整的情況下，仍然會出現辨識錯誤的情況，因此本研究也探

討了強化訓練集為包含未成年人、成年人與老年人對於提升 AI 人臉辨識率的影

響，研究結果顯示，AI 訓練所需要的時間增加，學習結果 mAP 可高達 97%，實

際測試在使用強化完整性的訓練集後，AI 人臉辨識率不論在單一類別或多類別

的情況下，都可以有效提升辨識率，證明越完整的訓練集能有效提升 AI 深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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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成效。 

本研究延伸探討了 AI 圖像辨識應用於辨識“明星臉”的可能性，訓練結果

的 mAP 為 75.28%，從實際測試結果發現，AI 人臉辨識的確可以大致辨識出是否

為 “明星臉”的特徵，在大部分的測試案例上都能正確辨識出 “明星臉” 與 

“非明星臉”，然而還是有少數案例出現錯誤的結果，推測如果能再強化訓練集

的內容，應該能有效改善辨識率，從結論來看，AI圖像辨識的確有能應用於找出

常人所無法辨識的特徵的可能性，本研究就像是一個敲門磚，發現了 AI 圖像辨

識的另一種潛在應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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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名詞解釋與文獻回顧 

一、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亦稱智械、機器智慧，指由人

製造出來的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通常人工智慧是指透過普通電腦程式來呈現

人類智慧的技術。該詞也指出研究這樣的智慧系統是否能夠實現，以及如何實現。

約翰·麥卡錫於 1955年的定義是「製造智慧機器的科學與工程」。安德烈亞斯·卡

普蘭（Andreas Kaplan）和麥可·海恩萊因（Michael Haenlein）將人工智慧定

義為「系統正確解釋外部資料，從這些資料中學習，並利用這些知識透過靈活適

應實現特定目標和任務的能力」[2]。 

簡單來說，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指的是能模仿人類

的智慧執行任務的系統或機器，可以根據所收集的資訊不斷自我調整、進化。AI 

的類型五花八門。例如：搭載 AI 的聊天機器人能更快速了解顧客的問題，並提

供更有效的答案智慧助手運用 AI 從大規模自由文本資料組中分析關鍵資訊，

改善排程計畫推薦引擎可以根據使用者的觀看習慣自動推薦電視節目相較於特

定格式或功能，AI 的重點其實在於超級思維與數據分析的過程和能力。雖然人

工智慧讓人聯想到高功能擬人機器人佔領全世界的畫面，但人工智慧的出現並不

是為了取代人類。AI 旨在大幅提高人類的能力，並為世界做出貢獻。因此 AI 是

非常有價值的商業資產。[3] 

二、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 

在[4]中有介紹由圖一可以清楚理解，AI、ML、DL 這三個名詞的關係就像洋

蔥一樣層層遞進，機器學習（ML），是人工智慧（AI）底下的技術分支，而深度

學習（DL）是近年才從機器學習衍伸出的領域，可以比喻為俄羅斯娃娃，一個子

領域之中又有更深入的子領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9%BA%A6%E5%8D%A1%E9%94%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7%83%88%E4%BA%9A%E6%96%AF%C2%B7%E5%8D%A1%E6%99%AE%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7%83%88%E4%BA%9A%E6%96%AF%C2%B7%E5%8D%A1%E6%99%AE%E5%8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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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AI 演進 

圖二 解釋了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差異，簡單來說，機器學習為了讓電腦

透過自我學習的方式，去解析數據或做出問題判斷，不斷優化改進自身，而非單

純寫好程式，僅處理單一特定問題，其中其實包含了許多學問，如統計、機率、

演算法、逼近理論等多項領域。深度學習是透過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的

方式來實踐，而神經網路由無數個神經元串聯所組成，這些神經元的運作方式和

人類神經一樣，一個連著一個傳遞訊號，只不過輸入的不是生物電流，而是變數、

權重（weight）、誤差（bias）；其中，每個神經元本身都是個小小的函數，資料

會在神經網路中慢慢轉化，最後得到我們的預測模型。 

 

圖二 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的訓練比較 

三、監督式學習 

依訓練資料、產出判別的過程與結果不同，機器學習大致上可以分為三類：

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非監督式學習 (Unsupervi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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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增強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5]可以由圖三了解機器學習的分

類。 

 

 

 

圖三 機器學習的分類 

 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 是電腦從標籤化 (labeled) 的資訊

中分析模式後做出預測的學習方式。標記過的資料就好比標準答案，電腦在

學習的過程透過對比誤差，一邊修正去達到更精準的預測，這樣的方式讓監

督式學習有準確率高的優點。 

 強化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特徵是不需給機器任何的資料，

讓機器直接從互動中去學習，這是最接近大自然與人類原本的學習方式。機

器透過環境的正向、負向回饋 (positive / negative reward)，從中自我

學習，並逐步形成對回饋 刺激 (stimulus) 的預期，做出越來越有效率達

成目標的行動 (action)，這個訓練過程的目標是獲取最大利益。 

 非監督式學習 (Unsupervised Learning) 的訓練資料不需要事先以人力處

理標籤，機器面對資料時，做的處理是依照關聯性去歸類 (Co-occurance 

Grouping)、找出潛在規則與套路 (Association Rule Discovery)、形成集

群 (Clustering)，不對資訊有正確或不正確的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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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像辨識 

影像辨識的發展相當早，早期從圖形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演進而來，

也就是通過電腦用數學技術方法來研究圖型的自動處理和判讀。隨著電腦技術的

發展，開始研究複雜的資訊處理過程，而資訊處理過程的一個重要形式是對於環

境及客觀形體的辨識。對人類來說，特別重要的是對光學資訊（通過視覺器官來

獲得）的辨識，也就是圖型識別的重要發展，其也應用於聲學辨識。 

     圖形識別著重在抽取主要表達特徵值(features)，利用這些特徵值作為分

類的依據，再利用一些具備統計學的模型進行分類，進而產出我們期望的結果，

例如像是採用：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隱藏馬可夫模型

(hidden markov model, HMM)作為分類器。這些分類器可依據擷取出的特徵值進

行訓練，訓練後產生的模型就能進行分類，整個運作流程如下圖所示： 

 

圖四 圖形辨識運作流程[6] 

因此早期的研究都會偏重在影像的前置處理(pre-processing)以及特徵值

的擷取(features extraction)，尤其是特徵值的擷取，期望能夠找到最具代表

性的特徵值去進行分類器的訓練，但相關的研究很難擺脫人的主觀意識或是過去

自身經驗的枷鎖。而深度學習的一大進展，就是減去了特徵值擷取(features 

extraction)，由自身的類神經網路透過訓練階段去學習如何擷取特徵值，人工

的部份僅需要專注在來源影像的標記(labeling)以及進行影像的前處理(pre-

process)，接著就將影像以及標記資訊進行深度學習的訓練(training)，流程如

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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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深度學習的圖形辨識運作流程[6] 

    而圖形識別等技術在實際的應用上已經相當成功，在市場上可見到代表性的

成熟技術像是文字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車牌辨識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LPR)、人臉辨識(face recognition)…等等，皆

是過去相當受歡迎的產品。但也因為現今深度學習的快速發展，這些過去相當成

熟的產品再次受到挑戰，更新更快的算法，更高的準確率，傳統的演算法可能會

漸漸被深度學習的技術所取代。[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