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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數據趨勢 設計新款時裝
技暢想科

人工智能（AI）已經席捲了許多
行業，通過高速度、更低的運營成
本以及獲取潛在消費者和市場數據
來徹底改變企業，從而獲得強大的
可持續競爭優勢。人工智能（AI）
是電腦科學的一個分支，它激發電
腦控制的機器作出智能行為，以執
行與人類推理和能力相似的任務。
關鍵是要了解人工智能在時裝界領
域的不同應用，並採用量身定製的
方法。
．AI助新產品研發
通過跟蹤色彩、面料、圖案和剪

裁等設計元素，以及它們過去的零
售業績和未來的業績指標，人工智
能加強並賦予了時尚產品開發創造
時決策過程的可信度。
．AI作為設計師
人工智能使用強大的算法分析過

去的設計和未來的趨勢，再做出新
的服裝設計，並提供完整的縫紉圖
案。零售商可以選擇將AI設計的
服裝直接發送到製造部門，或者將
其作為額外的步驟納入到自動化的
圖案製作和試身過程中。
人類設計師可以對這些預先設計

好的服裝進行修改，能顯著加快從
設計到市場的時間。
．服裝製造
AI通過自動化的面料質量控制、

圖案檢測、配色和缺陷檢測來擴展
時裝的生產流程，可以在短時間內
完成手工製造過程，而且精度更
高。

．可穿戴技術和智能織物
雖然仍處於初級階段，但AI控
制的智能紡織品承諾服裝可以為穿
戴者提供附加價值：提高性能、促
進交流、傳遞能量，甚至與穿戴者
一起成長。
另一方面，隨愈來愈多的時裝

品牌轉向對環境負責的做法，生物
技術中的人工智能促進了替代材料
的生產，這些材料是完全可生物降
解的。
．採購與商品
人工智能使時裝購買和商品銷售

團隊能夠根據智能分析做出未來的
購買決策，從而減少錯誤預測的風
險。傳統上，購買決定是基於產品
的過去數據和人類的直覺。由於銷
售受許多動態因素影響，所以這不
是一個準確的預測。
通過自動產品標記，AI在每個屬

性級別分析市場表現，不僅告知買
家哪些是性能良好的產品，而且能
告知他們詳細的屬性，例如顏色、
印花、袖子、領口等。此外，AI提
供了實時數據來觀察變化趨勢和庫
存績效的變化情況。因此，購買和
銷售團隊可以採取積極的策略。
．趨勢預測
AI收集，分析和解釋來自社交媒

體、電子商務平台和時裝表演的豐
富數據，以發現每種產品類別的未
來趨勢，然後將這些信息與過去的
表現和客戶行為的數據結合起來，
以建立最佳的產品分類組合，從而
最有效地與零售商的消費者群產生
共鳴，來應對不斷增長的消費者需
求。

■■洪文正
簡介：本會培育科普人才， 提高各界對科技創意應用的認
識，為香港青年人提供更多機會參與國際性及大中華地區的
科技創意活動，詳情可瀏覽www.hknetea.org。

前幾次一直在和大家探討與腦部有關的研究，反映出我們現在對腦部的認

識可能是太少了。當中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如何可以理解他人的想法？沒

來由的「讀心術」，自然並無科學根據；但是「鑒貌辨色」，嘗試運用別人

的表情去推斷他的想法又如何？不少這方面的電腦程式，其實已在開發之

中，但它們的背後又有多少科學的基礎呢？

科學講堂

皮笑肉不笑 表情難辨心情

數揭秘奧 這次分享一道關於不等式和因式分解的題目。學校課程
內，大概中三左右就有不等式的課題，而因式分解則是初中
數學的基礎內容，綜合應用時，可以得到一些陌生的結果。

簡介：奧校於1995年成立，為香港首間提供奧數培訓之註冊
慈善機構(編號：91/4924)，每年均舉辦「香港小學數學奧林
匹克比賽」，旨在發掘在數學方面有潛質的學生。學員有機
會選拔成為香港代表隊，獲免費培訓並參加海內外重要大
賽。詳情可瀏覽：www.hkmos.org。

不等式和因式分解

留意到若a和b調換的話，算式都一樣，所以不妨設a ≥ b。左方減去右方，得P = an +
bn - an-1 - abn-1 = an-1(a - b) - bn-1(a - b) = (a - b)(an-1 - bn-1)。
由於a ≥ b > 0，因此an-1 ≥ bn-1 > 0，故此P ≥ 0，命題得證。

答案：

若a > 0，b > 0，n是大於1的自然數，求證：an + bn ≥ an-1b + abn-1。問題：

然而，近年一些心理學家卻慢慢感
到這個課題可能要比想像中複雜許
多。之前已暗示過的一些問題，就是
人們可能會假裝出別的表情來掩飾真
正的情感；也有一些人可能會「面不
改容」，不流露出心中的感覺。
再者，我們表達或感受情感，可能

並不只是單靠面容：身體動作、當事
人的個性、聲調甚至膚色，都可以是
情感表達的一部分。面對一個臉紅耳

赤的人，我們應該會知道他是憤怒
了。而且表情出現的背景也是考量的
一環：在喪禮之中的人，可能是悲慟
大哭；然而在入網的足球、狂歡的球
迷之前，卻可以是喜極而泣。
判別一個人的面貌反映什麼心情，
不免會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成分，因此
心理學家們亦努力將主觀的因素減
低：例如格拉斯哥大學的Rachael Jack
就利用電腦圖像製造出各種不同的面

容，再詢問研究的參加者這些圖像反
映出什麼樣的心情。
表情與心情的關係，看來一時之間
還未有定論：普遍來說，大家都會認
同某些表情應該與特定的情緒有關，
但是其他的因素也好像不能完全忽
略。
或許要如達爾文整理出《演化論》
的過程一樣：要多觀察、多收集數
據，再慢慢理出一個頭緖來。

扮無事面不改容 流淚不代表什麼

表情與心境的關係，其實著名的達爾文
早已有論述：除了他的名著《物種起源》
之外，在1872年他還發表了《人類與動物
的情感表達（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
tions in Man and Animals）》。在當中達
爾文指出，靈長類動物的面部表情跟我們
的十分類似，因此應該是長久以來動物適
應環境的演化結果。比方說厭惡的時候，
我們會彎下嘴唇、皺鼻子，或者是瞇眼
睛；這些看起來好像是在將面部五官「皺
成一團」的動作，可能是我們面對有害物
質（例如有異味甚至有毒的氣體）的時
候，保護自己的自然反應。（也可能就是
如此，這些面部動作才會跟厭惡連上關
係。）其後隨人類慢慢地發展出愈來愈
複雜的社交行為，這些表情就與厭惡這種
感覺一起成為我們溝通方法的一部分。
美國有名的心理學家艾克曼（Paul Ek-

man）在1960年代做了一個相關的研究：
他選了六種常見的情緒（快樂、哀傷、憤
怒、恐懼、驚訝和厭惡），再測試它們是
否各自有特定的面部表情。為了確保研究
的結果並不只局限於某一個民族、某一種

文化，艾克曼的研究對象遍布世界的不同
地方，甚至包括新幾內亞。艾克曼也表
示，選擇這六種情緒，主要是基於實際的
考慮：這六種情緒都有相對明確的表徵，
不似內疚、羞愧等情緒般不一定在外觀上
容易察看出來。整體來說，這些研究的結
果與達爾文的想法一致，指出一些心境狀
況有固定的面部表情。

五官皺成一團 或是自然反應

■張文彥 香港大學理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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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不等式的方法，除了是從較複雜的一方開
始，推論到較簡單的一方以外，也可以試試看相
差，比如題解中的左方減右方，看看結果是否大
於或等於0。或者有時是看左方和右方的比，與
1比較起來是較大還是較小。這些都是基本的思
路。
題解中用上了a和b在互換時算式一樣的性

質，減省了a < b的情況要重複說明的煩瑣，這
點兩個未知數互換時算式一樣的性質，稱為對稱
性，在平常的算式裏，留意到算式有對稱性，結
果卻失去對稱性的話，也會知道推論過程中可能
出錯。

留意條件對證明的作用
這次也可以留意一下，題目的條件，在證明裏

起了什麼關鍵作用。若果缺乏了這些條件，又會
有什麼分別？比如a > 0和b > 0，在題解裏起
了什麼用處呢？要是a和b沒什麼限制，那a ≥
b時，就無法推出an-1 ≥ bn-1，例如3 ≥ -4，就有
32 < (-4)2。可見a和b是正數的條件非常重要。
又可以留意一下，n是自然數的條件有什麼作
用？若n可以是普遍的實數，當a ≥ b時，也無
法推出an-1 ≥ bn-1，例如假設n是0，有3 ≥ 2，

3-1 = 13 <
1
2 = 2

-1。可見n是自然數的條件也有作

用。
學生初接觸奧數，有時會忽略了題目裏看來很

簡單的條件，尤其當未懂得做題目時，一句一句
地看看答案，也可能會留意不到這些條件的重要
性。往往是自己重新做一次，才發覺當中有疑問
的地方。這些條件未看清楚，推論就容易有漏
洞。
中學生初接觸奧數裏的證明題時，思想未必有

那麼嚴密，透徹地看清楚每個條件的重要性，往
往要到證明後的回顧與反省之中，才看得到當中
的細節。學生讀書自學時，固然能多了這點意
識，意令思想細緻一點，但思想的漏洞，難免
還是要師長指出來，才容易看得清楚。
中小學生裏，即使天資不錯的，面對數學難題時

都會有些數學以外的問題，比如心態上未預備好接
受挫折，或者是平常雖然思考敏捷，但當中有粗疏
的部分，又未有足夠的耐性去留意到當中的漏洞。
因為思想的疏漏，往往是需要詳細的表達和耐心的
反省才會浮現出來，這點耐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培
養的。也有些學生自覺聰明，一時間難以接受自己
原來思想有失誤，自信心受影響。
解數學題時，邏輯結構可能很簡單，但怎樣把

這點邏輯建立在一個又一個的人身上，學問就大
了，即使筆者教了很多年，還是覺得有許多需要
學習的地方。 ■張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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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AI可以幫助設計師設計時裝。 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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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不可完全和某種情感畫上等號，正
如流淚也可以是喜極而泣。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