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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展⽰⼀套具備多⼈對話、⾃訂頭像及多元回應模式的⾃然

語⾔⽂字⽣成聊天機器⼈平台。透過多個語⾔模型處理的聊天引

擎，聊天機器⼈可以處理使⽤者輸⼊的訊息，⽣成多元的回應。

期待在後續的研究中，能透過實驗，驗證此平台在陪伴上的功效。 

作者關鍵字 

聊天機器⼈、客製化、虛擬頭像、回覆數量、網⾴應⽤ 

CCS Concepts 
• Human-centered computing → 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 Interaction paradigms → 
Web-based interaction 

研究⽬的 

2018 年，BBC 執⾏的⼀項⼤型調查報導[1]指出，平均每三個⼈

就有⼀個⼈感到孤獨。孤獨感可由網路社群媒體得到舒緩[2]，但

有時朋友沒空聊天，或內⼼有些話不⽅便對他⼈訴說時，孤獨感

就只好積在⼼裡，最終導致其他健康問題[3]。 

我們因此思考，能否由 AI 來擔任陪伴聊天的夥伴呢？AI 模型不

僅能隨時隨地陪⼈聊天，更不會洩漏所聽到的東西。遺憾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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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點選或掃描下⽅ QRCode 連結查看本部論⽂的

Demo 影⽚，並前往平台互動網⾴實際體驗此系統的魅⼒ 

Demo 影⽚ 平台互動網⾴ 



 

現有的陪聊 AI 還有許多限制[4]，尚無法帶來滿意的對話。但楊

德倫與曾元顯的研究[5]，啟發我們陪聊 AI 的設計改善可能。 

研究動機 

楊德倫與曾元顯[5]的雙語⾔模型聊天機器⼈， 其展⽰網⾴如下

⽅圖⼀，雖然介⾯陽春，但可列出聊天機器⼈引擎所⽣成的多筆

回應，與其連貫性分數評估的結果。 

 

圖⼀：聊天引擎展⽰介⾯ 

之後我們將此聊天引擎與網⾴聊天機器⼈結合，打造出⼀可靈活

應對各種輸⼊的聊天機器⼈平台，並使⽤多重回覆、⾃訂聊天對

象頭貼與回應個性，來改善使⽤體驗，使⽤畫⾯如左邊圖⼆所⽰。 

此聊天服務引發我們周邊朋友的強烈回響，因此我們正在以實際

的 AB 測試，探討在此聊天機器⼈的設計中，使⽤頭像（avatar）

類型與提供多則回應，對於聊天體驗是否有正⾯或負⾯的影響？

並且決定將此平台帶來 TAICHI 展⽰，與⼤家⼀起分享交流。 

平台實作與互動設計 

聊天機器⼈引擎：雙語⾔模型⽂字⽣成機制 

聊天平台之引擎修改⾃楊德倫與曾元顯的研究[5]，其提出 GPT-2、

BERT 雙模型聊天機器⼈機制，即收到訊息後會先由 GPT-2 ⽣成

適合的回應，再藉由 BERT 進⾏回應連貫性（Coherence）排序，

打造出⼀新版聊天機器⼈引擎。該引擎在學習 2019 年⽇本 

NTCIR 中⽂情緒對話⽣成（CECG）評⽐任務所提供約 170 萬則

語料後，可以成功的對各種對話輸⼊，加上回應情緒的調整後，

輸出適合的回應。具體範例請⾒下⾴之聊天訊息處理範例。 

網⾴前端 

網⾴前端[6]採⽤ Vue 框架建置，搭配 BootStrap, ChatUI[7] 的版

⾯樣式來呈現介⾯，允許使⽤者⾃訂聊天對象的數量及個性。且

透過 Google Firebase 來做使⽤者帳號權限控管及頭像設置。前後

端程式碼均已開源，請⾒ GitHub[6, 8]。 

伺服器後端 

網⾴後端[8]採⽤ Python FastAPI 框架建置，搭配 MongoDB 來儲

存狀態資料、機器⼈列表及聊天記錄。且透過 FastAPI 搭配

Uvicorn 的多⼯設計，單⼀主機可同時運⾏數個聊天引擎模型並

同步輸出，最⼤化利⽤其 CPU、GPU、和記憶體等硬體效能。 

透過 Google Cloud Translate 做⽂字處理 

為讓聊天機器⼈能靈活應對各種輸⼊，在⽂字處理時會呼叫 

Google Cloud Translate API 對輸⼊進⾏來源辨識，並翻譯為繁體

中⽂後再輸⼊聊天引擎中，再將輸出結果翻譯回來源語⾔。這樣

僅需單⼀語⾔的聊天引擎，即可與機器⼈暢談數百種語⾔，如左

圖下⽅的 Hello World 英⽂對話所⽰。 



 

平台架構圖 

請⾒右圖。也請參考程式碼 GitHub ⾴⾯[6, 8]的詳細說明。 

使⽤流程及範例 

以下流程說明使⽤者要如何使⽤本平台，使⽤⽅法也請參考第⼀

⾴ QRCode 內的展⽰影⽚。 

1. 使⽤ Google 帳號登⼊平台 

2. 選擇聊天對象並設定回應情緒（如下圖四範例） 

3. 進⼊聊天⾴⾯開始聊天 

 

圖四：客製化聊天對象之⾴⾯範例 

聊天訊息處理範例 

以下流程說明雙模型機制中，⼀則訊息是如何處理並⽣成回應。

 

圖五：聊天引擎之訊息處理範例 

⽬前成果及未來展望 

⽬前聊天平台已經開發完成，透過使⽤者試⽤並收取回饋，此平

台使⽤體驗成效之前導實驗，已順利進⾏。在找到 98 名受試者

進⾏評估後，發現⽐起匿名頭像或僅收到⼀則回覆，受試者與動

漫頭像或有多則回覆的聊天機器⼈聊天，會有更好的使⽤體驗分

數，其中提供多則回覆的分數提升較⼤，因為受試者傾向注意適

合回應並忽略不適合回應。並且，如果同時提供動漫頭像與多則

回覆，能得到最⾼的使⽤體驗得分。 

因此可預期本平台提供多則回應並可⾃訂頭像及回應個性，陪聊

效果將⽐現⾏陪聊機器⼈還要好。接下來會使⽤時間序列中斷設

計實驗，追蹤⼀群受試者⾧期使⽤的狀況，評估與此平台互動，

與幸福感、孤獨感之間的關係。並且收取質性回饋了解⾧期使⽤

之意願及其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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