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組長 

 

 

2019 第七屆「吳鄭秀玉女士黑潮獎助金」 

「海洋計畫科展類」申請書 

 

學校名稱 台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組成團員 陳翎    

聯絡電話  略 

聯絡 e-mail  略 

 

科展構想說明書 

科展主題：探索人工智慧 AI 在海洋保育的運用（擬參加 2020 年科展高中組：行為與社會科

學科） 

一、研究動機 

近十年來，全世界無論政府、產業界與學界，都在狂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

下簡稱 AI），彷彿不掌握 AI 就會落伍甚至衰敗，AI 科技既然如此強大，我所關心的是 AI
可否幫海洋做點事？可否能運用 AI 來保護海洋生態？ 

我從小就跟隨家人持續到海邊潮間帶，觀察海洋生物與生態。從大海學習到自然與生物的美

好，長時間的觀察與學習，遇見許多美麗的海洋生物，除了用眼觀察，國中開始拍攝紀錄海

洋生物，也因此二度獲得自然科學博物館所舉辦的華人科學攝影獎，與青少年組的首獎鼓勵。

在長時間的觀察中，我發現有越來越多人跟我們一樣，親子到海邊潮間帶遊玩，然而許多人

是去補抓海洋生物來吃，例如馬糞海膽；或是帶小孩去取抓海洋小動物回家養或是來賣。 

我很痛心這樣海洋獵取的風氣，但我又能怎麼做？又不能一個個去勸說不要抓海洋生物？我

想到行為很難禁止，但行為比較容易轉換。就像是賞鳥與拍鳥的社會風氣興盛時，原先想抓

鳥的人就會轉而去拍攝鳥類的美妙行為，而從擁有鳥兒轉變成欣賞活生生的鳥類。如果能用

現在最流行的 AI 學習來帶動欣賞海洋生物，同時滿足人類擁有海洋生物美感的經驗，是否

就能夠達到轉移行為？ 

那什麼是人工智慧 AI？是仿效動物腦神經的運作方式，運用電腦程式編碼（coding），模擬

動物神經元運作，使機器能夠有感知能力（大量讀取數據資訊）、學習推理能力（記憶並判

斷出答案）、自我校正以及如何動作。 

我想研究如何利用 AI 的學習能力，協助辨識海洋生物物種，並在社群網路或開放平台上，

放上這個 AI 辨識能力或引擎，吸引人們用手機的攝影機到海邊尋找海洋生物，拍照傳上網

辨識出海洋生物，達到學習海洋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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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展經費概算 

預計將所有 5,000 元經費購買雲端 AI 的服務，如谷歌的 AutoML 辨識物件服務。其餘前往海

中拍照與蒐集照片則用零用錢自行吸收。 

三、研究過程或方法 

1.前人研究 

圖像資料庫訓練需要多少張？才足以讓機器學會辨識圖像？由 IMGENET 歷年來所主辦的大

尺度視覺辨識挑戰（ILSVRC）經驗來看，比賽所用的資料庫，設定為有標示過的圖片分為

200 種高達 1 千 4 百萬張， 從 2010 年開始比賽，比賽看誰所寫的電腦 AI 辨識模型（model）
出錯率最低，到了 2015 年由 Hu et al 等人所做的 ResNet，犯錯率低於 3.6%，已經突破人類

的平均犯錯率 5.1%（參考資料 1：http://www.image-net.org/challenges/LSVRC/）。 

Hu 所做的 ResNet 是一種高達 152 層的 AI 神經網路，到了 2017 年更精進到犯錯率達 2.3%，

遠超過人類的能力。但這表示這個辨識能力是只能看懂辨識 200 種的照片，例如常見的飛機、

螞蟻、蘋果、鯨魚⋯⋯等。換言之，如果沒有看過的類型，譬如，清潔蝦不在這 200 種照片

之內，因此在目前的 ResNet 是無法辨識出來，必須經過訓練才能具備辨識的能力。解決的方

法，就是自己搜集想要被辨識的海洋生物物種，加以訓練與測試 AI 辨識模型如 ResNet。 

 

圖 1：神經網路 ResNet 的運算邏輯原理，每一層神經層經過多張清潔蝦照片訓練後，可以記

錄清潔蝦的特徵，對於新的清潔蝦照片就能辨識出來。 

 

另一方面，高達 152 層的 AI 神經網路，在運算上每張訓練的圖片就可能高達 20Giga 千兆次

運算，儘管電腦可不眠不休工作，但是這種運算能力需仰賴世界上最頂尖的伺服器才有可能

達成。 

AI 運用方興未艾，如澳洲最近發表 James Cook 大學的研究，運用 LinkNet-34 的 AI CNN 神

經網路，研究從補抓魚的照片來估算魚的重量。研究使用 200 張遮蔽魚鰭與尾鰭的照片，與

100 張全魚的照片。每張照片均標示量測的魚重量，用來訓練 AI 機器，結果全魚的誤差率為

4.36%而遮蔽魚鰭魚尾的誤差率為 4.28%，後者較佳。這個研究提供訓練的魚照片張數與誤差

率，參考資料 2。 

 

清
潔
蝦 

神經網層用以判斷紀錄物種的特徵 
不同張同種照片可被找出共同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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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探索研究 AI 海洋生物影像辨識的機制： 

a. 準備訓練機器學習的資料庫 

本研究打算用台灣潮間帶所常見與美麗的海洋動物物種作為開始，如珊瑚、海蛞蝓、蝦、螃

蟹等，每一個物種種類的照片最少要多於 50 張，才能達到機器學習的效果

（https://scikit-learn.org/stable/）。海洋動物的照片無法一次蒐集到，打算同時搜集照片

與訓練機器同步一起進行。 

b. 使用圖像辨識模式或引擎的機器學習 

辨識圖形以卷積神經網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CNN）的效果最好，以前人研究的經

驗來看，ResNeT 的效果最好。或是用 Python 語法，呼叫 VGG-16 或ＧoogleNet 的套裝 CNN
模型，來訓練與測試。如果受限於電腦運算的不足，亦考慮使用商用的機器學習服務，如谷

歌的 AutoML。 

c. 神經網路轉移與再訓練 

用以辨識海洋動物的 CNN 神經網路，是可以轉移 Transfer，因此可以就本研究的照片一直學

習使用。 

2.平台設計 

對現有的社交媒體平台如 FB 或 Line 研究，以作為以後部署海洋 AI 辨識海洋動物的平台與

意見交流平台。 

3.評估影響力 

未來與海洋志工如荒野保護協會的海洋志工，或是東北角海邊的龍洞社區海洋志工合作，推

廣遊客不補抓海洋動物的活動。 

四、結果與討論 

初步研究的結果與討論如下： 

1. 海洋生物資料庫來源 

a. 個人海洋生物資料庫： 

(1). 機器學習照片的數量越多越好： 

以往在海中拍照時，往往只是會多拍幾張，在為了訓練機器或神經網路的前提下，每一種動

物物種最好能夠拍到 50 張以上不同的。要是沒有辦法拍到那麼多，則是搜尋先前是否拍到的

同樣物種，將其合併在一起成為資料庫。數量上本計畫理想上設定每種海洋生物照片 100 張，

其中 70 張拿來訓練，30 張拿來測試用。另如下圖的同種多圖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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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清潔蝦的多圖用以訓練 AI 機器照片 

(2). 機器學習照片的品質需要不高： 

訓練機器或神經網路辨識的數量雖然需要很多，但是每張的品質不需要很高。最早訓練機器

辨識的圖片是手寫的數字，用來做郵遞區號的手寫辨識，只是 32x32 點數的黑白照片。隨著

神經網路越來越多層，運算需求越大，每一層就是一張神經網路的畫素，例如 32x32 一張照

片，經過 ResNet 的 152 層神經網路，需要的記憶體就要 32 x 32 x 152=155,648 相當 15.5Kb。

本研究打算用 200pixel x200 pixel 的彩色照片，一張運算記憶 200pixel x200 pixel x3 原色 
x152 層=18,240,000 相當於 18.24Mb 的記憶量。50 張就要 912Mb，接近 1Gb 的記憶量。 

 

(3).搜集分類需要人工標示 

除了收集照片資料供機器學習外，還需要每張照片用人工去標示正確的名稱。單是整理照片

與標示就需要大量的時間。 

 

(4). 初始機器訓練的範圍 

初步以我們全家人，在新北市馬崗與澳底的十幾年的觀察照片紀錄，為初始的海洋生物訓練

資料庫。以後慢慢增強辨識的能力。 

2. 嘗試使用用 Python 語法，用 VGG-16 或 GoogleNet 的套裝 CNN 模型，來作初步的訓練

與測試。如果電腦運算無法運作，則使用商用的谷歌的 AutoML 機器學習服務。 

3. 現有的海洋生物辨識網路社交媒體 

目前在 FB 公開社團有活絡「水下生物辨識圖鑑團」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5152259451474/?multi_permalinks=4301836
74281663&notif_id=1570324109568546&notif_t=group_highlights），主要是由熱心

的參與者用人工辨識的方式，將來如果能夠用機器辨識的方式，同時可以蒐集更多的照片，

與提供辨識的服務。希望可以引起社會觀察海洋生物，進而保護海洋生物。 

 

參考資料 Reference: 

1. 大尺度視覺辨識挑戰（ILSVRC）http://www.image-net.org/challenges/LSVRC/ 

2. Dmitry A. Konovalov, Alyzayat Saleh, Dina B. Efremova, Jose A. Domingos, Dean R. Jerry, 



 

5 

“Automatic Weight Estimation of Harvested Fish from Images,” arXiv: 1909.02710v1 [cs.CV] 6 

Sep. 2019. 

 

 

五、本科展結果可如何應用於海洋保育 

以先前的海洋動物照片作為訓練 AI 機器，並將訓練結果公佈在網路平台讓民眾使用，鼓勵

大家到海邊多用紀錄代替補抓，減少海洋遊憩對海洋生態的衝擊，也藉此提高國內海洋教育。 

 

六、預定完成期程（提醒您：需在申請年度起一年內完成） 

108 年 10 月至 1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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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計畫科展」推薦函 

 

一、指導教師姓名（請教師親簽）：陳正虔 

 

 

 

 

二、指導教師服務單位：台灣珊瑚礁學會副理事長、美國約克大學生物學博士，明新科技大

學教授副教授 

三、被推薦人海洋科展之特色： 

申請者陳翎與家人透過先前多年的海洋生物拍照，蒐集成海洋生物資料庫。嘗試用 AI 機器

辨識的方法，訓練機器具有辨識海洋生物，並為海洋保育盡一份心力。AI 是新的研究領域，

仍須許多創意與熱情投入，未來即使挑戰許多，但以一位高中生而言，來日方長勇氣可嘉，

執得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