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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與⽣活應⽤

    

運⽤⼈⼯智能協助保護珊瑚

⽐起傳統⽅法更為有效。潛

⽔員潛⽔時間有限，只能進

⾏約30分鐘的拍攝和錄像。
但以⼈⼯智能協助的話，科

學家不但可以⻑時間監察珊

瑚，更可以節省時間以更精

準分析珊瑚礁的情況，提⾼

研究的效率。

⼈⼯智能的限制                  

雖然以⼈⼯智能作輔助能產

⽣很多的好處，但是⼈⼯智

能都有其限制。例如⼈類要

學習物種辨認⼗分容易，只

需要看過幾張照⽚就可以，

但是對⼈⼯智能來說，單是

學習辨認⼀種物種便可能需

要上萬張照⽚。

關於我們

⼈⼯智能的發展⽇趨成熟，很

多科技在不知不覺間已經融⼊

到我們的⽣活當中，例如⼈⾯

識別系統和GPS全球定位等
等。按照⽬前的發展，相信⼈

⼯智能在未來有望極⼤幅度提

升⼈類的⽣活質素。

⽬前研究珊瑚的⽅法包括⽔底

拍攝、⾁眼觀察、利⽤⼈造衛

星和無⼈潛⽔艇等，但是這些

⽅法不太符合成本效益且有很

多限制，例如使⽤⼈造衛星費

⽤昂貴、單靠潛⽔員下⽔觀察

的研究速度緩慢。

現今研究珊瑚的⽅法

AI如何協助珊瑚保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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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au C.Y.



iNaturalist是一個網上平台，讓人們分享
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資訊，從而對大自然有
更深的了解。除了能夠認識不同物種外，
我們還能把自己所觀察到的物種上載於平
台上。我們亦可以於平台上和其他觀察者
交流，互相分享資訊。更重要的是，這些
寶貴的資訊也有助於科學家了解不同生物
的時空分佈，為科學研究作出貢獻。

iNaturalist能讓我們更輕易地接觸大自
然！然而，在觀察生物的途中，難免會遇
到不認識的物種。此時，iNaturalist內的
人工智能便派上用場。當中，圖像分類訓
練模型會為人工智能提供大量來自
iNaturalist的觀察照片，以及相對應的物
種識別標籤。經過訓練後，人工智能便能
協助識別及標籤未經標記的圖像。如此，
配合人工智能科技，iNaturalist識別物種
的時間能由平台群眾平均花費18天之久，
大大縮減是幾毫秒便完成，並同時維持很
高的識別準確度。

只要有可供上網的電腦或智能手機，
我們所有人都能用iNaturalist，成
為公民科學家！

A.I.與你：公⺠科學家？

圖片取自: iNaturalist 

操作iNaturalist指引iNaturalist官網
圖片取自: iNatu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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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食肉目的石虎數量少於1000隻，這
引起了台灣當地的高度關注。當地一項
研究嘗試利用「AI聲光波緩速系統」減
低石虎與行車相撞的機會。

A.I. 保育實況

石虎(香港又名豹貓)保育

「A.I.聲光波緩速系統」
由於近山的高速公路車速和車流量較高，石虎又恆

常於淺山區域出沒，以致這受保護物種遭遇車禍。

台灣當地在石虎車禍熱點先安裝車輛感測系統，偵

測車輛有否超速，並以LED燈顯示警語，提醒車主
放慢車速。如偵測到車輛並未減速，會即時連接並

啟動「A.I.聲光波緩速系統」。

「A.I.聲光波緩速系統」能偵測附近的目標物種。如果車輛車速沒有降低、而
同時有目標物種可能越過馬路時，系統就會發出超音波或亮光讓動物警覺而
暫緩前進。車輛通過後，系統才會自動關閉，動物也能自由穿梭。

圖片取自: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圖片取自: BBC News

——解決人類與野生動物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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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協助解決⼈象衝突
大象近年已經因為象牙貿易而深受盜獵
威脅，加上棲息地不斷被改建成農田和
村落的影響，亞洲象的數量於近十年由
10萬頭大減至少一半，至不多於5萬
頭，而非洲象的數量更是斷崖式下跌，
由10年前的最多500萬頭減少至現在約
41.5萬頭，數量銳減近9成。而在盜獵分
子槍下掙扎求存的大象們卻需要面對另
一個日趨嚴重的問題——與人類共存。

因為農業不斷發展，大象所居住的森林
已不斷被蠶食，但牠們會根據記憶中的
路線前進。但現在牠們昔日經過的森林
已經變成農地，牠們的足跡對當地農民
來說卻是噩耗——對農民的莊稼造成破
壞，因此農民會嘗試驅趕大象，這對大
象和農民的安全均造成威脅。

環保團體  RESOLVE 和  軟體開發商
CVEDIA 創造了具攝影功能的新型人工
智能裝置 WildEyes ，當辨認出特定的
目標（如亞洲象）時可以通過無線電信
號發出警報，並把所拍攝到的影像發送
到所指定的電子裝置上。這套人工智能
系統可以對目標作逼真的3D模擬，讓
系統能夠明白物種之間個體差異，以及
理解同一動物的不同姿勢和角度，提升
訓練AI和系統分辨目標時的效率。

當地居民以辣椒搗碎，嘗試用以驅趕大象。
圖片取自: 奧科斯研究院東非辦公室

WildEyes 的介面，可見其有效辨認出目標。
圖片取自: RESOLVE

圖片來源：吳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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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亞虎(內地又稱東北虎)是世界上現存最大的貓
科動物，作為食物鏈頂端的捕獵者，對協助維持生態
系統平衡至關重要。牠們需要較大單獨活動的區域，
但由於城市發展和其他人類活動的干擾，令他們失去
足夠的生存空間。

國家林業局東北虎豹監測與研究中心利用5G及人工
智能技術，在中俄邊境建立了野生動物實時監控系
統， 以提升東北虎這種瀕危動物的數量。中國的監
控系統以多個固定的紅外線觸發相機和全球衛星定位
系統（GPS）去記錄東北虎的活動，它的人工智能技
術能夠辨別出動物的種類，甚至通過每隻老虎身上獨
特的條紋圖案，辨別出不同的東北虎個體，同時也有
警報器以杜絕非法狩獵。系統會將所有圖像、氣候和
土壤記錄實時傳送到國內各個研究中心，協助學者規
劃出東北虎及其獵物的居住和活動範圍，協助維持國
家公園裏的生態發展。

A.I.保障物種⽣存空間  

圖片取自：智慧中國 （第三季第一集）

圖片取自：吉林省林業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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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眉作為華人地區，特別是香港深受歡迎的高
檔桌上佳餚。而蘇眉因為遭到過度捕撈而變得
瀕危，因此在國際間的貿易也受到嚴格的規
管。以香港為例，只有持牌人可進口、管有和
售賣指定數量的蘇眉。但因為蘇眉能帶來的豐
厚利潤，部分商家參與非法的蘇眉貿易，出售
來源不明和比指定數量更多的蘇眉。

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發現每一尾蘇眉的面部條
紋都不盡相同，雖然我們肉眼較難擦覺，但
A.I.卻可以通過比對照片，分辨出個體之間的
不同，這可以協助執法人員判斷牌照持有人所
管有和售賣的蘇眉是否屬於合法進口，杜絕來
源不明的蘇眉買賣，藉此打擊非法的野生動物
貿易。

A.I. 打擊⾮法貿易

通過比較照片與入境資料庫中的圖片，可
以判斷是否為合法進口的蘇眉個體。
圖片來源：Hau C.Y.

餐廳魚缸中的蘇眉。圖片來源：Hau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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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學生團隊研發
了 A.I. 人工智能機械人系統
ClearBot，嘗試以科技解決海洋
塑膠垃圾的問題。

ClearBot是一個可浮在水面上運
作的「吸塵機械裝置」，大致分
為機械人、停泊處，以及操作系
統三大部分。團隊會先協助用戶
為機械人設定泊位及清潔範圍。
完成設定後，機械人在全球衞星
定位系統（GPS）協助下，無需
人手操作，就能自動沿 S 形路線
巡視，並利用攝錄鏡頭及自身具
備的AI人工智能系統，偵測及識
別海洋生物和垃圾，捕撈網將自
動收集那些飄浮在水面上的塑膠
垃圾。

在「2019全球重大挑戰峰會」學
生競賽中，ClearBot團隊的系統
更得到多個國家的認可，贏得第
2 名。

以A.I.協助解決海洋垃圾問題

圖片取自：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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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連串的工作坊及多月以來的努力及嘗試，同學均已處理相當數量的相片
作建立人工智能珊瑚辨認系統之用。絕大部分同學都利用逾100張相片訓練人
工智能系統，部分同學所用的相片數目更超過300張。一些進度良好的同學甚
至訓練系統辨認珊瑚以外的生物，例如海膽、海參等。

處理照片訓練人工智能系統的過程
（東華三院李潤田紀念中學）

海底除珊瑚外，亦有海參和海膽
（觀塘官立中學）

香港水域混濁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學⽣紀錄

在建構珊瑚辨認系統的過程中，同學亦透過相片了解香港珊瑚的生存狀況。
同學普遍認為香港水域環境欠佳，珊瑚數量不多，部分甚至有白化跡象。就
此，同學建議可以從政策及教育方面入手，提升公眾對珊瑚的了解及相關的
保育意識。此外，同學亦了解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辨認珊瑚的速度，有助珊
瑚普查工作。然而有同學認為單靠科研團隊搜集珊瑚照片作普查並不足夠，
長遠而言可以引入公眾參與，提升普查的效率及加強對珊瑚狀況的監察。

不少同學表示他們在訓練珊瑚辨認系統的同時，也提升了自己辨認珊瑚及其他海
洋生物的能力，對訓練人工智能的技巧也有一定掌握，並期望人工智能，乃至他
們在此計畫中的經驗可以應用在其他生態環境保育的項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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