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繁榮發展之道探索人生的意義
在物質主義盛行

的年代，財富成為量
度個人成就的準繩；
但時移世易，不少年
輕人追求工作與生活
平衡，呷一口台式奶
茶、去一趟短程旅行
已是生活中的 「小確

幸」 。各位同學對自己的人生又有何追求，
怎樣的人生才稱得上有意義呢？
只求溫飽跟動物無異 克服困難努力追夢

殷海光先生在《人生的意義》中將人
生分為物理、生物邏輯、生物文化及價值等
四個層級。 「物理層」 指任何生物、死物等
物質都受物理定律支配， 「生物邏輯層」 則
指生物受他或牠賴以生存的規律所支配；
「生物文化層」 指生物懂得創造一些禮儀、

形式、習俗、物質等工具，來美化自己的生
活；而最高層的 「價值層」 則指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思想及意識，會追求自己的理想，只
有人類能夠達到，動物並沒有這種追求。只
追求溫飽及舒適生活，不作任何價值層面追
求的人，按殷先生的定義，其實與動物無
異。那麼，我們要怎樣做才算對自己的人生
負責呢？

隨着專上教育普及化，不少年輕人選
擇繼續升學而非踏入社會工作，但這並不代
表他們熱衷學習。不少學習動機較弱的學
生，清楚明白以低學歷賺錢生活不容易，心
裏盤算着延長學生身份後，父母會繼續供養

他，甚至四周打聽畢業後如何

能合資格申領綜援。但亦有年少輟學、患有
過度活躍症甚至經歷家暴的年輕人，在慈善
團體協助下追尋成為電腦動畫師的夢想，下
班後餓着肚子趕到學校上課，在設計動畫時
花數小時對着鏡子反覆練習也要打好基本
功，跟前者為學生身份而讀書的人形成鮮明
對比。
捐盡家產只為辦學 強忍痛楚助孩子入大學

已故慈善家田家炳先生一生節儉，但
在公益事業上卻毫不吝嗇。1982年他捐出
價值10多億元的4棟工業大廈，以成立純公
益性質的 「田家炳基金會」 ，在中國捐助、
捐建了300多間包括大中小學、幼兒園在內
的教育機構，被譽為百校之父。1997年他
更賣掉九龍塘佔地900餘平方米的大別墅，
自己則租住一間小公寓。榮獲 「七一勳章」
的張桂梅老師，為了讓雲南麗江山區的貧困
女生考上大學，捐出絕大部分工資之餘還四
出籌錢興建學校。當上校長後卻因日夜奔波
而患上多種疾病，卻仍強忍痛楚每天清早5
時督促孩子起床讀書，晚上12時在孩子苦
讀後才讓他們關燈睡覺，目的只為了送孩子
出大山，進入大學。這兩位畢生為教育界犧
牲及作出偉大貢獻的人物，正是活出有意義
人生的典範。

「生有限，活無限」 ，人生是張沒有
標準答案的考卷，怎樣才算活得有意義因人
而異。各位同學在訂立自己的人生目標前，
可多閱讀人物誌及留意令人感動的真實故
事，說不定這些人物或故事主角的人生軌跡
能助你開竅。

思考問題：
1.你認為怎樣才算是有意義的人

生？（提示：可從名成利就、為
社會作貢獻及克盡本分等角度考
慮）

2.你認為人生活得有意義有什麼具
體步驟？（提示：可從訂立清晰
目標、制訂周詳計劃及配以實際
行動等方向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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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英國時任
首相文翠珊曾訪華，引
人矚目。文翠珊此訪有
「一變一不變」 。 「一
變」 是英國自身不再是
「歐洲」 的英國，而是
一個追求 「全球化」 的

英國； 「不變」 的是中英關係依然在 「黃
金時代」 的軌道上，雙方都謀求 「黃金加
速度」 。然而，英國現任首相辛偉誠日前
發表上任以來首場外交政策演說，宣稱中
英之間的 「黃金時代」 已告終，英國對華
態度需改變，同時亦似放棄追求 「全球
化」 的英國。本文嘗試從多角度分析經濟
全球化為世界帶來的正面影響。

全球化的現象和趨勢，大致可在經
濟、文化和政治這三個層面中體現出來。
全球化眾多課題中，最廣為人討論的是經
濟全球化，有人甚至認為全球化實質上就
是經濟全球化。所謂經濟全球化，泛指生
產要素如勞動力、資金、技術在全球範圍
內廣泛流動，而生產、貿易、服務行業等
經濟活動，也以世界作為基本單位進行。
經濟全球化給予人類前所未有的繁榮和發
展機遇。

首先，國際分工提升生產效率。不少
經濟學家指出，經濟全球化為已發展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均帶來或多或少的好處，因
為在經濟全球化下，生產工序會依據地緣
的優勢進行分工。這種國際分工使世界各
國可以專門發展自己具優勢的產業，善用
本身的良好資源，從而節省生產時間，提
高生產效率。

此外，增加人們使用國際資金、市
場、科技和產品的機會。在資金和市場發
展方面，從20世紀中期開始，新式金融工
具和活動相繼出現，加速了國際資金的流

動，流動範圍也大大擴展，鼓勵了人們從
事各種投資。加上科技進步和通訊設備改
良，嶄新的電子交易系統出現，令投資市
場可不分晝夜地運作；在科技和產品發展
方面，經濟全球化促進國際分工的出現，
企業和生產商可以計算生產成本，選擇投
資的地點和生產模式，這鼓勵了跨國企業
到生產成本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投資，令發
展中國家的人民收入上升，他們有更高的
消費力購買先進國家的產品，增加他們接
觸國際新科技、新產品的機會，同時也帶
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在生產層面上，一些國家具有低勞動
成本及低廠房租金的好處，吸引許多跨國
企業進駐投資，並在這些地方設廠，作為
全球生產線的一環。在銷售層面上，由於
跨國企業需要在不同國家建立銷售平台，
並需要聘用當地勞工進行銷售產品的工作
如零售、推廣等，無形中為當地增加更多
就業機會。

中英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2021年
雙邊貿易額超過1100億元，中國是英國
的第三大對外貿易國和第一大進口國。中
英雙向直接投資存量達478億美元，比疫
情前增長近50億美元。中英經貿關係既是
雙邊互利雙贏的紐帶，也是支撐英國經濟
的貿易動力之一，從中反映出經濟全球化
為兩國帶來的機遇。可見，經濟全球化最
符合各國的利益。

數據中心耗電量高智能機器人索菲亞 港鐵消毒機器人

資料A
漢森機器人公司於2015年製造了機器人索

菲亞，不僅皮膚比人類細緻，相較於其他機器
人，索菲亞的外觀和舉止更像人類，能做出上
百種表情，而且與人互動越多，就會學到更
多。

公司表示，包括索菲亞在內四款模型將於
2021年上半年開始陸續出廠。之前研究人員曾
推測，疫情將為機器人行業帶來新的機會。該
公司創始人兼行政總裁大衛漢森表示： 「疫情
下的世界將需要越來越多的自動化機器人，來
保護大家的安全。」

漢森認為，針對疫情的機器人解決方案不
僅限於醫療健康行業，也可以為零售和航空等
行業的客戶提供幫助。 「在人們感到孤獨和被
迫保持社交距離時，這樣的機器人將非常有
用。」

對於索菲亞將量產，外界反應兩極。有人
相當看好這則消息，認定索菲亞能讓照料老人
變得更輕鬆，或許能成為醫護的最前線；不過
亦有人擔憂工作被搶走。

資料取材自2021年新聞報道
資料B

因着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們的生活變得更

簡單而方便。例如手機能即時翻譯外語，自動
駕駛汽車令我們不用學習駕駛也可享受自駕遊
樂趣。然而，人們在享受生產力提升、物產豐
富和便利的同時，也承受附帶的污染。

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4%
其中有些是眾所周知的，比如每年因處理

舊電子設備而產生的數千萬噸電子垃圾。但另
一些則不太為人所知，譬如數據中心的巨大電
力消耗和廢熱產生。支撐着我們數字生活的資
訊及通訊科技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5%
至4%，而4%這個規模也相當於世界上所有的
航空交通的排放量，且在2030年前可能達到兩
位數，超過全球汽車的排放量。

《萬維垃圾》的作者麥戈文形容： 「在環
保方面，數字世界創造了一種海市蜃樓。在屏
幕上看東西比拿起實體書會覺得對環境更好。
數字書感覺比實體書 『輕』 。一切都不是看上
去的那樣……數碼化總是有重量的，總是會讓
地球付出代價的。往往是一種隱性的重量和隱
性的成本。」

資料取材自2019和2021年新聞報道

（a）哪些原因導致人工智能得以在疫情下普
及？解釋你的答案。（6分）

首先，人工智能在預防病毒傳播方面起了
很大作用。根據資料A，自動化機器人能在疫
情下發揮保護大眾安全的作用。疫情期間，不
難看見人工智能被廣泛應用於商場、店舖和車
站等公眾場所。不少商舖安裝了以人面識別的
智能系統探測體溫裝置，另外在商場和車站也
不時可以看到消毒機器人為周邊環境殺菌。這
些智能系統能阻止病毒在公眾場合擴散並預防

病毒大爆發，令人工智能得以普及。
第二，人工智能可以與人類溝通，在疫情

下需要保持社交距離期間，有助緩解孤獨感。
資料A中的漢森機器人公司，製造的機器人能
與人類互動。在人們感到孤獨和被迫保持社交
距離時，這樣的機器人將非常有用。由於疫情
期間需要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不少人因缺
乏社交活動而感到寂寞，尤其是獨居者或長
者。此時，人工智能機器人正正能為這些孤獨
的人們解悶。以仿真度極高的機器人代替真實
的人類互動，將可以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同時，
紓緩缺乏社交的焦慮。所以，人工智能得以在
疫情期間普及。

（b） 「人工智能對生活質素帶來好處。」 你
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看法？論證你的答案。
（12分）

大程度上同意
第一，在物質方面，人工智能帶來生活上

的便利。人工智能的應用已日益廣泛，如資料
B提及的即時自動翻譯軟件，能幫助人類突破
語言限制，加強不同國家或地區之間的交流。
另外，自動駕駛汽車則能讓不懂駕駛的人不再
需要依賴其他人去駕車。這些科技能讓生活變
得更舒適、更有效率，增加人們物質上的生活
質素。

人工智能可預防傳染病爆發
第二，在公共衞生方面，人工智能可預防

傳染病爆發。資料A指出，針對疫情的機器人
解決方案不僅限於醫療健康行業，也可以為零
售和航空等行業的客戶提供幫助。當各行業使
用更多的自動化機器系統，如餐廳以智能機器

人代替送餐，則能降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這
樣能避免經由飛沫或面對面接觸而傳播病菌，
減少疾病爆發的機會，加強公共衞生。可見，
人工智能可以改善公共衞生方面的生活質素。

小程度上同意
第一，經濟方面，人工智能會取代一些以

勞動性質為主的工作，導致基層市民失業，降
低生活質素。如資料A所述，部分人擔心工作
會被人工智能搶走。而事實上，一些較多勞動
或重複性質的工種已逐漸被機器代替。工廠中
的大量步驟已自動化、銀行櫃員已被自動櫃員
機取代、最近則更是有越來越多的自助收銀
處。而被剝奪工作權利的，往往是學歷不高的
基層市民。由於工作要求不高，他們的工種最
容易被人工智能取替。故此，人工智能會提高
基層市民的失業率，未能在經濟方面的生活質
素帶來好處。

第二，在環境方面，人工智能消耗大量電
力並產生廢熱，增加溫室氣體排放，負面地影
響生活質素。根據資料B，資訊及通訊科技佔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5%至4%，而4%這個
規模也相當於世界上所有的航空交通的排放
量。由於人工智能系統依賴電力驅動，而現時
全世界的能源組合仍然以化石燃料來產生，結
果便是大量的化石燃料被燃燒而產生溫室氣
體。加上使用智能系統和數據中心時所產生的
廢熱，均對環境帶來負擔。所以，人工智能未
能為環境方面的生活質素帶來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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