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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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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智仁

評審評語

先生

Chih-Jen Lin

致力於機器學習領域的研究，發表之 SVM 論文具學理與實務價值，對該領域
之發展貢獻重大。所開發之 LIBSVM 軟體為國際廣泛使用，對該領域之研發

44 歲 (1971.04)

有重要助益。

學

得獎感言

歷

Ph.D., Industrial & Operation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une 1998

非常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給我這個肯定，也很感謝台大，特別是

M.S.E., Industrial & Operation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December 1996

我所任教的資訊系同仁在過去的支持與鼓勵。我也深深感謝在求學過程

臺灣大學數學系學士 , June 1993

中以身作則教導我扎實地做學問的師長們。在台大資訊系指導的學生，

曾

任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副教授
Visiting researcher, Microsoft, 1/2015-9/2015
Visiting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eBay Research Labs, 1/2012-9/2012
Visiting professor, Google Research, 2/2008-9/2008
Visiting scientist, Yahoo! Research, 8/2006-2/2007

現

任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
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合聘教授

與我一同度過許多研究的美好時光，相信他們以後的成就都能遠遠超過
我。我也非常感謝家人，特別是太太和兩位寶貝女兒。未來會繼續努
力，希望能超越過去的成果而對社會有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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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實做學問，成果有意義

採訪撰稿 / 游常山
採訪攝影 / 楊仁渤

「 你 是 一 個 學 者 嗎？」(Are you a scholar?） 在 芝 加 哥

名校的博士，但是他深深體會到：一個研究學者的存在不僅是

大統計系副教授翁久幸，帶著一歲半的女兒在美國的第二大城

美國 Argonne 國家實驗室，台大數學系畢業到美國密西根大

為了發表論文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成果是否能為人類

洛杉磯開始專案研究，外表看來同屬一流國立大學教授的夫妻

學直攻博士的林智仁，看到暑期工讀的老闆，古巴裔的資訊專

所用，進一步造福人群。後來回台灣接受台大資工系教職，他

都拿到人人稱羨的美國研究專題，但離開台北盆地熟悉的環

家莫瑞 (Jorge Moré) 辦公室裡的這句座右銘，被震撼到：即

決定離開在密西根大學的「作業研究」領域，轉往人工智慧的

境，水土不服，女兒不斷生病，不久母親也生病了，雅虎公司

使已經是世界知名的學者，還這樣惕勵自持，兢兢業業，甚至

「機器學習」與「資料探勘」方向發展。這個學術生涯的方向

沒有照顧好這小家庭的醫療保險，林智仁陷入公私兩難。

還親手處理每一個研究環節，可以信手抓出研究助理林智仁程

逆轉，冥冥中轉對方向，讓他登上學術生涯的高峰。
蹣跚度過那一年，日後二○一一年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式裡的小毛病，令他憬悟到：以身作則是大學者的風範。
離開芝加哥回到安那堡密大，林智仁雖然三年就拿到這所

二 ○ ○ 六 年， 美 國 洛 杉 磯。 甫 申 請 到 雅 虎 公 司 (Yahoo!)

的林智仁，在被主辦單位問到如何兼顧家庭與事業時，坦承他

「機器學習」專案的台大資訊工程系副教授林智仁，與太太政

對太太與兩名幼女非常抱歉，姊妹相差六歲，童年時候父親都
是空中飛人，他的傑出研究成果，部分是建立在對家庭照顧的
時間不夠多。

學習」領域獨占鰲頭，獲獎無數。在二○一四年林智仁獲選為
AAAI( 國際人工智慧學會 ) 的 Fellow，他是目前台灣唯一一位

林智仁的研究成果的確卓越。他從二○○○年四月所開發

因在人工智慧領域的貢獻而受到該學會肯定者。

出 來 LIBSVM 軟 體， 已 經 被 下 載 了 超 過 七 十 五 萬 次， 及 被 全
球超過兩萬三千篇論文引用，成為全世界最常被使用的資料分

台灣欒樹紅葉上樹梢，二○一五年秋天的台大資訊系德田

類軟體之一，此外二○一○年他和學生的論文獲得 ACM KDD

館，林智仁的「機器學習」研究室，聚集了八位從大學部、碩

「二○一○年最佳論文獎」，這是全球「資料探勘」領域最頂

士班到博士班三種學位的學生，因為林智仁去美國做研究，闊

尖的會議，而讓他執教的台灣大學成為亞洲第一個獲此獎項的

別老師近九個月，師生都有很多待追趕的研究進度要趕，林智

研究單位，他除了因為「資料分類方法與軟體開創性研究」，

仁喜歡學生主動找他，太被動只等待教授交代研究細節的，他

而躍升為台灣目前最年輕的 IEEE Fellow 之外 ( 每年 IEEE 從

通常不收，只見學生七嘴八舌爭取注意力。

全球會員遴選 Fellow，當選率只有千分之一），同時在全球

■ 2014 當選 AAAI Fellow

四 大 科 技 大 企 業： 雅 虎、 谷 歌、eBay 還 有 微 軟 都 當 過 訪 問

這不是林智仁首度請長假出國，這麼多年來他為了追求世

學 人。 台 大 數 學 系 畢 業、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博 士 的 林 智 仁， 才

界第一流的資訊工程的知識，風塵僕僕，光是二○一四年就飛

四十四歲，是已經舉辦了二十二年的「東元獎」最年輕的得獎

了六次美國和六次中國大陸。老師太忙，學生只好抓緊時間請

者之一。從一九九八年被台大資訊工程系聘為第一位助理教授

益；更何況指導教授林智仁才從微軟取經回來，最新的學問正

之後到今天，才十七年就成為台大的特聘教授，而且在「機器

等著學生挖寶。這一天學生們全部膩在十坪左右的研究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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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日夜相處很親密，比較特別的是沙發椅上有史奴比和大

的學術成果，因此能夠敲開多家頂尖企業的大門，登堂入室進

草莓的布偶。研究室近門口處還有個小型帳篷，可以讓學生通

入做長期的研究。

宵達旦做研究時，隨時就地過一夜。為什麼「機器學習」實驗

「機器學習」研究領域造福全球企業

數學系，林智仁就如同他指導的這群學生一樣，對於需要深入思

「機器學習」研究領域在資訊界是專家共同討論的普通名

考且積極創新的資訊領域非常有興趣，如今專注於「機器學習」

詞，但是社會大眾卻很難望文生義。一九九八年林智仁唸完密

的領域，跟隨他的學生不只數理腦袋要好，而且要長於邏輯推演、

室要放布偶娃娃，系館二樓甚至有半人高的狗布偶被封為「助

林智仁的研究對當代的企業決策非常重要，進入他的研究

西 根 大 學 的 博 士 學 位 時 候，「 大 數 據 」 這 個 領 域 尚 未 出 現；

程式設計等等基礎能力，大部分的企業界人士即使長於這些能力，

教」，為什資訊領域的學習要如此「人性化」？原來這是刻意

室，只見他幾乎囊括所有相關領域的獎項和肯定。話說從頭，

那時資料分析領域研究的新興問題是「機器學習」(Machine

要根據分析、正確做出判斷與採取行動都不容易，也因此林智仁

塑造「科技總是來自人性」的氛圍，讓學習軟體工程的台大資

一切都是網際網路引起的產業資訊流遊戲規則的巨變所引起

Learning) 與「 資 料 探 勘 」(Data Mining)。 這 是 指 從 資 料 中

積累十七年的研究成果，會如此受到全球相關領域大大的肯定。

訊系學生，在校就適應整個產業的企業文化。

的。從九○年代網際網路為全球共同使用之後，全球工商業固

找出先前未知但有潛在價值資訊的方法與過程。

然都蒙利，但是排山倒海的資訊流卻也造成企業無法解讀的

時至今日，資訊流搭配正確的企業決策，幾乎已經左右了

問題，從初期的「資訊探勘」(Data Mining) 到近期非常熱門

資料探勘與機器學習是一種「幫助企業決策」的過程，它

企業的成敗，沒有正確的方法去解讀和應用「大數據」，任何

除了專業領域「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IEEE) 與「國際

的「大數據」(Big Data)，都在企圖找出方法，尤其後者近年

主要是人工智慧領域的一部分、但也與其他領域如統計學、資

一家公司都很難做到百分之百的傾聽客戶、了解客戶，更遑論

人工智慧學會」(AAAI) 的 Fellow 榮銜之外，他四十歲前就獲

來已經成為人人耳熟能詳的議題，但是一般的討論都還集中在

料庫等高度相關。機器學習方法可以高度自動化地分析企業的

放對資源讓經營成功，「錯誤決策比浪費還可怕」，在這個經

頒「十大傑出青年」，這幾年更將國內的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項

如何蒐集和分析，固然決策者都想將分析結果直接幫助他們決

數據，從歷史資料中歸納出對未來的預測。而精準的預測不但

營 哲 學 的 支 撐 下， 台 大 資 工 系 的 林 智 仁 十 七 年 來 用「 機 器 學

和各種工程領域榮譽獎項，接連到手無一遺漏，主要就是他在

策，然而無論蒐集和分析資料做得多麼好，但是誰給這些大數

可以大幅增加客戶的滿意度並提昇企業獲利，更可進一步幫助

習」領域的珍貴研究成果，不只分享給台灣也透過雅虎、谷歌、

「機器學習」領域已經有了世界級的聲譽。他做出來的「資料

據一個最適當的闡釋，進而在決策圈說服、形成共識，卻是最

決策者調整未來的策略。

eBay 和微軟的肯定而擴散其創新到全球，替客戶解決問題。這

分類軟體」被不少科技大廠採用，是台灣資訊科學界非常突出

大的難題。

貢獻卓著，拿遍大獎

正是林智仁研發出來的「資料分類軟體」非常有影響力之處。

機械學習仍需要主觀判讀
其實利用大數據和去醫院看病很像，當前醫學檢驗科技的
機器非常精密，連小於零點一公分的腫瘤都可以藉著精密機械
偵測出來，醫生把測得的數據向病人解釋，病人決定要不要開
刀，但是病人不是專家且沒有自己操作儀器，他們的決定要不
要開刀還是受到「醫師如何告訴他們病理數據」、「實際手術
成功率」這兩個變數的影響。林智仁的「機器學習」的研究領域，
因此成為企業在進行「大數據」統計分析時候非常重要的方法。
長期鑽研「機器學習」領域的林智仁，他所推出的「資料
分類軟體」，由於同時被雅虎、谷歌、eBay 和微軟使用，因
此成為全球主流的大數據分析方法之一。

長於邏輯推演助「大數據」，助企業解讀資訊流一臂之力
從高中念台北建國中學時代就是數理資優生，建中保送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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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許多重要的成果都是在一個只有三張桌子的狹小空間中完成

「 東 元 獎 」 在 過 去 20 多 年 來 獎 勵 了 許 多 對 台 灣 科 技 發

的。但這樣的經驗讓林教授的團隊成員都深刻體認到事情的成

展有傑出貢獻的人士。它的設立是為了喚起社會重視創新對

功，是從小到大逐漸積累起來的。而要做最好的研究工作，人

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近年來台灣產業的發展遇到極大

才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軟硬體及其他設施。

的瓶頸，科技界與學術界的研發人員因此肩負了重任來提昇
台灣的競爭力。然而過去數年來學術界面臨了重量不重質的

轉往機器學習這個方向發展後，林教授發現當時這領域的

隱憂，少數的研究人員本末倒置的為了生產論文而寫論文。

學者多著重於提出新的方法論，並發表期刊或會議論文。但對

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我深信研究的本質是在對未知事物的探

於不熟悉機器學習技術的使用者，他們更需要的是容易使用的

索及解決實際的問題。論文的發表只是研究過程的附屬產物。

軟體來做數據的分析與預測。他因此決定投入機器學習軟體的

我期待「東元獎」帶領我們改善台灣學術圈的風氣，並引領

開發與研究。傳統的研究評量多著重論文發表的數量與品質，

研究人員腳踏實地的對產業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因此當時這樣的工作不特別受重視，而且有相當的冒險性。但
他不特別在意別人怎麼想，而走一個自己認為有實際貢獻的道

成就歷程
林 智 仁 教 授 的 主 要 研 究 領 域 包 含 了 機 器 學 習 (machine

路。幸運的是他的團隊在開發軟體及幫助使用者解決問題的過
程中獲得了對研究的樂趣，並發掘許多重要的研究課題。

learning) 與數據科學 (data science) 的相關應用。他在 1998
年博士畢業後接受了台大資訊系的教職，並開始了他的教學研
究生涯。

伴隨著逐漸增多的使用者，林教授的研究團隊也站上了
國 際 舞 台。 當 今 重 要 的 Internet 公 司， 都 使 用 他 的 軟 體 來 從
事研發工作。近年來機器學習領域裡 open source 軟體的蓬

林教授加入台灣大學資訊系後才進入他現在的研究領域。

勃發展，許多是受到林教授工作的啟發。

開始的幾年並沒有很快看到成果。但幸運的是台灣大學資訊系
有非常自由的學術風氣，對於新進的同仁完全讓他們自由發
揮，而不會限制或期望他們從事特別的研究主題。他帶領了一
群非常優秀而有創造力的學生共同從事研究工作，其中許多是
完全未有研究經驗的大學部學生。這些學生現在多已是相關研
究領域的新星。雖然一開始實驗室空間並不足夠，他與學生有
■ 2010 ACM KDD 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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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林教授的研究成果獲得國內外的肯定。他與學生開發的
資料分類軟體 LIBSVM 是臺灣資訊領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成
果。許多在世界各地的工程師與研發人員，是藉由使用他的
軟體而認識台灣或台大。

． IEEE Fellow, 2011

． 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 ACM KDD 2010

(with three students).

國內 :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 (2007, 2010, 2013)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 李國鼎穿石獎 (2011)

林 教 授 在 2011 年 以 資 料 分 類 之 方 法 與 軟 體 的 開 創 性
研 究， 而 獲 得 IEEE( 國 際 電 機 電 子 工 程 學 會 ) 肯 定， 而 成
為 IEEE Fellow。 他 從 2011 年 至 今， 仍 是 台 灣 年 紀 最 輕
的 IEEE Fellow。 在 2014 年 林 教 授 獲 選 為 AAAI Fellow。
AAAI 是 AI( 人工智慧 ) 領域的最重要學會，林教授是目前唯

．十大傑出青年 (2011)

．台灣大學電資學院學術貢獻獎 (2011)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TECO foundation has awarded many outstanding researchers who hav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ward was created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to the whole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in Taiwan or in other countries unfortunately due to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researchers or the desire of getting quick success, we have seen that some put quantity
before quality or even generate fake research results. I believe that the essence of doing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unknowns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Having papers or getting fame is just a side product of the process.
Through the selection of researchers and engineers with solid contributions, I am sure that TECO award will

．國科會吳大猷獎 (2006)

encourage more researchers to concretely conduct works tha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society.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02)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 ACM 台北 / 台灣分會 李國鼎青年研究獎 (2002)

一來自台灣的 Fellow。

Professor Chih-Jen Lin's main research areas include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Both are important topics

研究或創作展望
作為 Data Science( 資料科學 ) 在台灣中生代的一個代

近年來數據科學的使用在各行各業越來越普及，林教授

表性人物，林教授也盡全力扶植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除了

期望能持續開發新的技術來增加資料分析的準確性、實用性

幫助他在業界的軟體使用者，伴隨著大數據 (big data) 的興

與可靠性。他也希望能盡力幫助業界改進他們在數據分析的

起，他也積極協助新創的互連網公司與由硬體轉型至服務的

流程，並提昇競爭力。

公司，導入資料分析與探勘之技術。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in the broad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from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n 1998,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to begin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reer.
Professor Lin moved to his current research area only after joining NTU. In the beginning he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for learning new things without much progress. Fortunately, he is in a department that has a very liberal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encourages junior faculty members to conduct long-term research. He has been very
fortunate to work with some very talented students. Most of them are now rising stars in the area of data mining and

林教授多年來在臺灣大學培育人才無數，其中不少人歷

machine learning. Due to the lack of space, in the first several years Professor Lin and his students worked in a

年來對資訊科學或產業發展都有相當貢獻；尤其近年國內外

small space of only three tables. However, they produced lots of great works there despite of the physical constraint.

不少機器學習與資料探勘相關領域的學術界新秀，都是他訓

Such experiences make him and his team to realize that everything must start from a small first step. They also

練出來的學生，這也使得台灣在此一領域更受到國際矚目。

learned that human rather physical resourc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asset in conducting innovative works.

所獲得之主要國內外榮譽包含 :
國外 :

． AAAI Fellow, 2014

． Best paper award, ACM RecSys 2013

(with three students).

． ACM distinguished scientist, 2011

When Professor Lin began to work on the area of machine learning, most researchers devoted their time on devising
new methodology and publishing papers. There were very few easy-to-use software packages available for people who
are not machine learning experts. Once recognizing the need to help these non-experts, Professor Lin decided to create
useful machine learning software. Although this kind of tasks was not considered important in the main stream machine
learning community at that time, he believes that producing practically useful things is what researchers should do.
Inde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his team also identified and solved many challenging research issues.

第二十二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48 ｜ 49

電機/資訊/通訊科技

The high-quality software developed by Professor Lin and his students

Domestic:

gradually gained popularity. Nowadays all major Internet companies routinely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2007, 2010, and 2013

use his softwa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e is very happy that his

．K. T. Li Breakthrough Award,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ing Machinery, Taiwan, 2012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deployed to real industry applications.

．Ten outstanding young persons of Taiwan, 2011
．NTU EECS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 NTU College of EECS, 2011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a-You Wu Memorial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iwan, 2006

LIBSVM for data 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is the most cited computer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from Academia Sinica, Taiwan, 2002

Professor Lin's research work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His software

．K. T. Li award for young researchers from ACM Taipei/Taiwan chapter, 2002

science work done in Taiwan. Many engineers in other countries get to know
Taiwan or NTU through the use of his software packages.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are

In 2011, Professor Lin was selected as an IEEE Fellow for his contribution

now everywhere. Professor Lin will continue

to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and software.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his past work on the software development for

Electronics Engineers) is currently the largest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The goal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Up to this moment he is still the youngest IEEE Fellow

is to make data analytics an important tool in

in Taiwan. In 2014, Professor Lin was further selected as an AAAI Fellow. AAAI

our daily life. His team will keep developing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main professional

new technology for improving the accuracy

society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 is the first AAAI Fellow from Taiwan.

and reliability of machine learning methods.
He also hopes to help the industry to improve

A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aiwan on the area of data science, Professor
Lin has worked hard to help local industry. In particular, he guides companies to
apply data-science techniques to improve their productivity or business.
Major awards:
International:
．AAAI Fellow, 2014
．Best paper award, ACM RecSys 2013 (with three students).
．ACM distinguished scientist, 2011
．IEEE Fellow, 2011
．Best research paper award, ACM KDD 2010 (with three students).

their processes of data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