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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深度學習蓬勃發展，讓機器學習方式學習到人類的行為模式，而在深度學習薰陶

下，機器人對話又慢慢的浮出水面，在傳統機器人對話中以自己建立的資料庫來打造機

器人，必須依賴於強大問答資料庫一個問題一個答案的方式進行，往往產生出資料所花

費時間與理想超出許多，在面對客戶會想知道客戶問什麼樣的問題，產生出問題成為了

重要關鍵，本研究利用 seq2seq 模型進行訓練打造一個產生問句模型，使機器人可以與

人一樣產生問句，以利於發現客戶所會提的問題。 

 

關鍵字：自然語言處理、Recurrent Neural Network、Word2Vec、Question Generator、Long 

Short-Term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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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eep learning has flourished, allowing machine learning to learn human 

behavior patterns. Under the deep learning, robot dialogue has slowly surfaced, and in the 

traditional robot dialogue, the robot is built with its own database. It must rely on the powerful 

question and answer database to answer one question and one answer. It often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ideals to generat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ustomer, they will want to know 

what kind of problem the customer asks, and the problem becomes an important key. This study 

uses the seq2seq model to train to create a question-making model that allows the robot to 

generate questions like people, in order to help identify problems that customers are asking. 

 

Key word：NLP、Recurrent Neural Network、Word2Vec、Long Short-Term Memory、Question 

Generator 

  



 

壹 、緒論 

在自然語言中有著許多重要任務，例如句子相似度、語言翻譯、主題建模等，當然

自然語言生成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面對客戶時都會面臨回答問題，客戶提出問

題接著回答所提出的問題，也就是 Question Answering(客服)，反之希望藉由 Answer找

出客戶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也是一門課題，對於句子的理解以及透特出什麼訊息成為了

關鍵，現今深度學習已經達到一定水準，機器對文本理解能力越來越佳，利用遞迴神經

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進行文本分類以達到很好效果，且影像處理技術也愈來

愈成熟，爆紅的卷積神經網路就這麼誕生了，在物體辨識上有著優越成果 Redmon, 

Divvala, Girshick, and Farhadi (2016)。  

 

一、 研究動機 

機器學習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客服也慢慢被推向機器代替人力，了解客戶會

提出哪些問題成為了重要課題，在客服系統比較在意怎麼回答客戶所提出的問題，反之

追逤根源也必須要客戶會提吃那些問題，兩者之間是有著相輔相成關係在，生成問題成

為了本研究目標，過往傳統方式其中一種利用到 N-gram方法進行，N-Gram是一種基於

統計語言模型的算法。它的基本思想是將文本里面的內容按照字節進行大小為 N 的滑

動窗口操作，形成了長度是 N的字節片段序列。每一個字節片段稱為 gram，對所有 gram

的出現頻度進行統計，並且按照事先設定好的閾值進行過濾，形成關鍵 gram 列表，也

就是這個文本的向量特徵空間，列表中的每一種 gram 就是一個特徵向量維度。該模型

基於這樣一種假設，第 N 個詞的出現只與前面 N-1 個詞相關，而與其它任何詞都不相

關，整句的概率就是各個詞出現概率的乘積。這些概率可以通過直接從語料中統計 N個

詞同時出現的次數得到。常用的是二元的 Bi-Gram和三元的 Tri-Gram，舉例來說今天天

氣真不錯，以詞角度來觀看，句子就被分成”今天”、”天氣”、”真”、”不錯”，在 N-gram

方法下閥值設定為 1 來說，每個詞與每個詞前後有關係而以，天氣與今天、真有關係，

但是與不錯沒有關係，這就是 N-gram 運作方式，藉由這種方式可以統計出詞之間機率

關係，進而利用機率關係進行生成句子，另外一種方式則是 HMM(隱藏式馬可夫模型)

利用了通過 hidden state 的演化來刻畫序列間的依賴關係，但是存在著一些問題，隱狀

態的表示 HMM是 one hot 表示方式，而 one hot 是無法特透出詞與詞之間的關係，上述

方法都存在著限制，本研究透過 seq2seq 模型來解決限制上的問題。 

 

二、 研究目的 

傳統文本算法都有著缺點，基於上述原因透過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方法進行句

子生成，本研究利用八種模型訓練 seq2seq 模型，利用模型產生出問句，其中使用

word2vec 技術、以及長短期記憶 (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Attention 機制等相

關方法來建立 seq2seq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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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Word Embedding 

 字嵌入在自然語言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種將詞轉為向量的一種技術，機器無

法透過文字直接學習而是要轉成數值才能夠處理，在 1986 年，Hinton 等人提出了分散

式表示方法(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Hinton, McClelland, and Rumelhart (1984)，在進行

文字處理時都會將詞頻轉向量或是圖 1 以獨熱編碼(One-Hot Encoding)方式代表文本的

特徵，詞頻矩陣每一個維度代表著每個詞的頻率，而獨熱編碼則是一個維度中只會出現

一個 1 代表該詞，隨詞數量維度也會增加稱為維數災難 Bellman (2013)，且無法透漏出

詞之間的關係及語意，所以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一個利用神經網路訓練詞向量的方法就

誕生了，不僅解決了維度過大問題，並產生了單詞之間關係，在下一節加以介紹。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圖 1 one-hot 

二、Word2Vec 

 Word2Vec發表以後造成了一波轟動，也深深的影響自然語言界，是由Mikolov 等

人提出Mikolov, Chen, Corrado, and Dean (2013)，使用具有線性投影層和非線性隱藏層

的前饋神經網絡來聯合學習單詞矢量表示和統計語言模型，Word2Vec 採用了 N 元語法

模型(n-gram)，預測詞與詞之間是不是有關係，Word2Vec 架構分為三層，第一層輸入層

利用 N 元語法模型組合出來的詞餵入神經網路，假設我們有個文章內容為我今天去買

電腦，window size 設為 2即是與中心詞最多跨兩個詞組合，選擇”去”當中心詞，那麼就

是利用我、今天、買、電腦與”去”這個詞組合，第二層將輸入詞向量加總，最後一層進

行階層式 Softmax (Hierarchical Softmax)搭配霍夫曼樹如圖 2，每個節點為每個詞，詞頻

較高位於上層反之則相反，歸納於二分類問題大大減少了計算量。 

 

 

圖 2霍夫曼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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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Word2Vec 發現了，訓練向量可表達詞的相似性，例如向量[“手機”]與向量[“智

慧型手機”]，並透過向量計算出空間上的關聯，例如向量[“國王”] – 向量[“男生”] + 向

量[“女生”]會得出向量[“皇后”]Mikolov, Yih, and Zweig (2013)，Word2Vec主要有兩個架

構一個為 Continuous Bag-of-Words (CBOW)以上下文去預測中間詞如圖 3如，輸入為預

測的中間詞，w(t-2)、w(t-1)為前兩個詞，w(t+2)、w(t+1)為前兩個詞，作為神經網路的輸

入，經由第二層加總向量，最後將預測詞作為輸出。 

 

 

圖 3 Continuous Bag-of-Words (CBOW) (Mikolov, Chen, et al., 2013) 

 

圖 4另外一個架構稱為 Skip-gram與 CBOW 架構相似，相較於 CBOW 不同之處在於是

以一個詞去預測周圍的詞， 在 skip-gram當中，每個詞都要收到周圍的詞的影響，每個

詞在作為中心詞的時候，都要進行 K次的預測、調整。因此當數據量較少，或者詞為生

僻詞出現次數較少時， 這種多次的調整會使得詞向量相對的更加準確，相對於 CBOW

架構 Skip-gram學習知識較多，Skip-gram架構描述成一個學生(中心詞)對上很多老師(周

圍詞)，吸取了各個老師經驗自然學習到更多知識，而 CBOW 則描述成一個老師(中心詞)

授予給學生(周圍詞)知識，大家都吸收著相同知識，以效率角度 CBOW 以一視同仁方式

進行，所以在速度上略勝一籌，知識量與速度如何拿捏就看使用者的取者，如果不常見

字詞出現比較多，那麼採用 Skip-gram較為合適，本研究採用 Skip-gram來進行實作。 

 



 

圖 4 Skip-gram (Mikolov, Chen, et al., 2013) 

三、遞歸神經網路(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RNN) 

 追根溯源，起初是由 Elman (1990)提出理念架構，描述如何在時間序列中找到一個

特定的模式（pattern）或者結構（structure），這概念框架後續 RNN發展，RNN的實現

最早是以 Hopfled 網路而來，現在所熟悉的 RNN 由它變種而來，Hopfiled 網絡是 1982

年由約翰·霍普菲爾德提出的網絡結構 Hopfield (1982)，此類網絡內部有反饋連接，能夠

處理信號中的時間依賴性，為自然語言界奠定了基礎，後來引發了許多的相關研究，而

在 1990 年正式提出 RNN模型 Jordan (1986)，引入了循環機制具有短期的記憶優勢，在

傳統前饋網路中，並未加入時間序列關係，無法處理有關時序的資料，但是還有人利用

前饋神經網路實現時序處理如圖 5YJango(民 107)，引入 window概念即是上下文，通過

窗大小處理時序關係，但是有著缺點，不同時刻的預測完全獨立的，只能透過上下文設

定多寡找出其相關性，還是有著處理上的限制。 

 

圖 5 前饋網路 YJango(民 107) 

所以為了解決上述問題遞歸神經網路就誕生了如圖 6，在網路中每一次神經元輸出當作

下一個神經元輸入，有著反饋機制，不同於前饋神經網路，上個時間輸出並不會傳遞到

下一個時間輸入，失去了前一刻重要資訊，RNN架構如圖 x，X0作為第一次輸入經過計

算後產生，X1 會與上一次輸出 h0 當作輸入一起被進行計算，可確定每次所吸收的知識

都會有歷史訊息，以圖 7 為例詞轉為向量輸入，RNN 會記錄上一個詞所計算出來的結

果，當計算”天氣”時會與前面”今天”當作輸入一起進行計算， 在輸入”適合”時會與”今

天”、”天氣”所計算出來的結果一起當作輸入以此類推。 

圖 6 遞歸神經網路(RNN) colah( 2015) 



 

 

圖 7遞歸神經網路輸入輸出 

 

 

 由於 RNN無法記憶長時間資訊，距離當前單字越遠的字句影響力會遞減，公式 3

說明了ℎ0對ℎ𝑡的影響力為 w的 t 次方，w權重小於 1時，隨著 t 時間的增長，w權重會

越來越小，會趨近於 0，段落或句子越來越前面的詞會被慢慢地遺忘掉，造成梯度消失，

反之 w隨著時間越來越大，就造成梯度爆炸現象，後來 LSTM 解決了此問題。 

 

ℎ𝑡 = 𝑊 ∗ ℎ𝑡−1 + 𝑈 ∗ 𝑥𝑡 + 𝑏 公式 1 

ℎ =  (𝑊2 ∗ ℎ𝑡−2 + 𝑊 ∗ 𝑈 ∗  𝑥𝑡−1 + 𝑊 ∗ 𝑏) + 𝑈 ∗ 𝑥𝑡 + 𝑏 公式 2 

ℎ𝑡= (𝑊𝑡 ∗  ℎ0+ . . . ) + 𝑈 ∗ 𝑥𝑡 + 𝑏 公式 3 

 

四、 長短期記憶網路(Long Short Term Memory Network, LSTM) 

長短期記憶是一種遞歸神經網路變形，解決了遞歸神經網路梯度爆炸以及梯度消失問題，

網路以門(gate)作為核心來控制知識是否保留或是遺忘，而網路含了三個門如圖 8，𝑥𝑡為

目前輸入訊息，𝑥𝑡−1、𝑥𝑡+1前一刻訊息與後一刻的訊息，概念上與 RNN相同保有著前一

刻訊息知識，有著反饋機制。 

 

圖 8 Long Short Term Memory Network(LSTM)colah( 2015) 

 

圖 9為長短期記憶網路構造，C為 cell 細胞狀態類似於傳送帶。直接在整個鏈上運行，

只有一些少量的線性交互。信息在上面流傳保持不變會很容易。𝐶𝑡−1、𝐶𝑡為一刻細胞狀

態與現在細胞狀態，真正核心在於下面資料流向控制，第一道門稱為𝑓𝑡(forgot gate)遺忘

門，決定了是否存留上一刻的資訊，如果當前的字句是新主題或以前面字句相反的詞，



 

那麼之前的字句就會這個閥過濾掉，反之可能就會被繼續保留到記憶中，閥通常是

Sigmoid 函數，二元分類函數，決定過往資訊是否被遺忘或是記憶，例如今天發薪了，

因為我買了很多東西，理解到買了很多東西是因為發薪的關係，所以訊息會被選擇記憶，

而不是被選擇遺忘，對於 LSTM 遺忘門是重要關鍵，研究表明沒有一種變體可以顯著改

進標準 LSTM 架構，但是證實了決定 LSTM 好壞在於遺忘門及輸出所利用激活函數為

何[10]，在第二道門𝑖𝑡 (input gate)輸入門，這個階段將這個階段的輸入有選擇性地進行

“記憶”，主要是會對輸入𝑥𝑡進行選擇記憶。哪些重要則著重記錄下來，哪些不重要，

則少記一些。新的訊號取決於第二道門，最後一到門為輸出門(output gate) 這個輸出將

會基於我們的細胞狀態，但是也是一個過濾後的版本。首先，我們運行一個 sigmoid 層

來確定細胞狀態的哪個部分將輸出出去。接着，我們把細胞狀態通過 tanh 進行處理（得

到一個在 -1 到 1 之間的值）並將它和 sigmoid 門的輸出相乘，最終我們僅僅會輸出

我們確定輸出的那部分。 

 

圖 9 Long Short Term Memory Network內部結構 colah( 2015) 

 

五、Seq2Seq 模型 

Seq2Seq模型是由(Sutskever, Vinyals, & Le, 2014)提出，Seq2seq 顧名思義就是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縮寫，這個模型最一開始是應用在機器翻譯上 給定一個句子(Sequence)，

輸出另一個句子(Sequence)（例如：輸入：我很愛你，輸出：I love you so much.）。傳統

的機率模型翻譯方式，需要對句子作許多規則解析和字句對齊，此外，不同的語言也需

要由語言專家人工制定不同的相應經驗法則，一但語言切換，原有的系統若沒有隨之更

換不同的規則，很難達到相同的效果。Seq2Seq 的提出一部分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只

要擁有足夠的訓練資料（配對過的文本），我們就可以讓機器自己學習不同語言間切換

的特徵，並省去為各種類型語言制定各種特徵抽取的麻煩，Seq2Seq 提出後陸陸續續議

題應用於此模型，如 QA問答(Question Answering )在 Seq2Seq 模型中實現(Stroh, Student, 

& Mathur, 2016)，輸入一句問題後給出像對應答案，不管是自然語言翻譯任務或是自然

語言對話等任務應用在此模型上都是有一定的成績，模型分為兩重要思想，也就是

Encoder-Decoder，Encoder 稱為編碼，運用了人類思考模式，當我們看到一段話時，會

先將這句話理解吸收，對於 Encoder 來說，將一句話序列消化、吸收成一個向量，我們

通常把這個向量稱為 context vector，顧名思義，這個向量會囊括原序列的重要訊息，

Decoder 扮演著解碼角色，顧名思義將上述所消化資訊進行解析，然後完成文字生成，



 

圖 10  Seq2Seq2model 為 seq2seq 模型架構，由圖可知 Seq2Seq 是由兩個 RNN 所夠而

成，因為由兩個 RNN關係，解決了 RNN存在限制，RNN 存在著一個侷限性，即是輸

出的長度會受限於輸入的長度，我們甚至能夠斷言：「對於輸入長度為 N 的序列而言，

是沒有辦法吐出長度超過 N 的輸出的，例如 I really like to play games.翻譯成中文後為

我很喜歡玩遊戲，那麼由於輸出受限輸出的限制，所以上述例子輸入為七的字而輸出為

八個字，兩個 RNN是相輔相成的，當然今天深動學習如此火紅，別忘了還有 CNN捲機

神經網路，在此例用了兩個 RNN，那麼是不是可以將 RNN替換成 CNN，(Venugopalan 

et al., 2015)提出了將圖片輸入於 Seq2Seq，Encoder 部分用 CNN替代，處理圖片特徵提

取，Decoder生成圖片描述，達到了很好的效果。 

 

圖 10  Seq2Seq2model 

 

六、注意力機制(Attention) 

 注意力機制，顧名思義代表著專注，模擬人類思考方式，一句話當中我們會專於某

個詞彙，對於翻譯任務中，我是大衛翻譯為 I am David，可以解釋為我一定翻譯為 I，部

會受到其他詞所影響，在位加入注意力機制下 Seq2Seq 將所以詞一視同仁，每個詞對於

每個詞都會有所貢獻，可是 Attention當中不會這個做，因為我對於 I的權重必須是要最

大，在其他詞權重應該要為很小，沒有引入注意力的模型在輸入句子比較短的時候問題

不大，但是如果輸入句子比較長，此時所有語義完全通過一個中間語義向量來表示，單

詞自身的信息已經消失，可想而知會丟失很多細節信息，這也是為何要引入注意力模型

的重要原因，由於這個特性，所以被應用在很多領域上，被廣泛應用於計算機視覺領域

(Liu et al., 2016)，捲積神經網絡模型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對於特別大的圖片輸入，模型

學習起來比較困難，由此，一種啟發式的方法是將在模型做預測之前先對大型圖片進行

某種近似的表示，(Mnih, Heess, & Graves, 2014)提到了，人類的感知有一個重要的特性

是不會立即處理外界的全部輸入，相反的，人類會將注意力專注於所選擇的部分來得到

所需要的信息，然後結合不同時間段的局部信息來建立一個內部的場景表示，從而引導

眼球的移動及做出決策，根據這點專注對於圖片重要，去除不重要注意地方來達到更好

的效果。 

  



 

參、實驗方法 

 本研究至網路上收集到的 QA資料，分為了旅遊領域、宅配領域、銀行領域、政

府領域，資料總數約 60000 筆，本研究分為單領域以及多領域，而單領域當中本研究

只對旅遊領域作為訓練，為了測試在多領域所生成問句是否比多領域來的很，認為多

領域知識較多，所以句子生成較為多樣化，資料格式以 QA對作為一筆資料，例如今

天要出去玩嗎?與好啊今天出去玩，這樣我們當作一筆資料，圖 11研究架構圖顯示了

實驗又分為 character 字元級別訓練、word詞級別進行訓練、有注意力機制、無注意力

機制共有八種模。 

 

  

單領域 or 多領域 

Char-level word-level 

Word2Vec 

LSTM 

LSTM LSTM 

(Attention) 

LSTM 

(Attention) 

各結果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肆、實驗結果 

下列表 1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單領域 Char-level 

表 1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可以去哪裡? 

 

下列表 2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單領域 Char-level 加上注意力機制 

表 2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路上的時候的話的哪些? 

 

下列表 3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單領域 word-level 

表 3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便溺自備續將則不論 

 

下列表 4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單領域 word-level 加上注意力機制 

表 4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我想知道市的申請申請的相關資訊 

 

下列表 5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多領域 Char-level 

表 5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我想要申請房貸的資料 

 

 

 



 

下列表 6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多領域 Char-level 加上注意力機制 

表 6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你們有賣保麗龍箱嗎? 

 

下列表 7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多領域 word-level 

表 7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雙向 

 

下列表 8中顯示個實驗結果多領域 word-level 加上注意力機制 

表 8 

輸入答案(Answer)：小烏來線資訊：小烏來線於 103 年 4月 6日起，假日都提供來

回。 

真實問句(real Question)：小烏來線發車時間是什麼時間? 

產生問句(generator Question)：我的包裹可以幫我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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