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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單元：走向世界的中國 

簡介：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在國際舞台越見活躍，參與不同

的國際議題，例如跨國反恐怖主義、維持和平、核安全、氣候

變化等，在不同層面與國際接軌。面對複雜多變的全球事務，

中國的參與並不是全無障礙的，國與國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利

益，有合作的同時也存在互相角力。隨著中國經濟、科技、軍

事等各方面實力的增長，它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也變得越來越

重要，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也需要更多的磨合。 

教學目的： 幫助學生了解國家如何參與國際事務，從而探討其對國家的影

響，並關注國家的對外關係的最新發展。 

學習要點：  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 

 以「一帶一路」爲例，說明國家參與國際社會對國家的對

外關係、國家安全（資源安全）、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帶

來的機遇與挑戰 
建議課節： 4 課節（40 分鐘一課節） 

  

相關必須學

習元素： 

- 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 

相關單元： - 核心單元二十六：「走向世界的中國」基礎部分「參與國

際事務」及延伸部分「外交政策」 

 
使用建議： - 這教材可配合「國家經濟的近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及『一帶一路』倡議」組合單元學與教資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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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第㇐及第二課節 

課題： 國家參與國際事務 

學習目標：  認識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 

 認識「一帶一路」的主要理念和重點 

 認識「一帶一路」對國家的對外關係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知識／概念： 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 

 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 

 「一帶一路」 

 對外關係 

 分析  國民身份認同 
 國家觀念 

 共同福祉 

 互相依賴 

 尊重多元 

 和平 

 平等 
 合作 
 信任 

前備知識： 在核心單元（十五）：「中國的經濟概況」、核心單元（十六）：

「中國政府在經濟的角色」，以及核心單元（十七）：「中國區域

經濟的發展」，學生已認識國家的經濟概況，並了解近年國家為推

動經濟發展作出的規劃，重要政策的例子如「一帶一路」倡議、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

越見活躍。學生在此背景下，可進一步了解參與國際事務對國家的

對外關係、經濟發展，以及文化交流方面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建議課時 

探究步驟： 1.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一：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

針」，讓學生透過《憲法》和國家領導人的講

話，認識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  

15 分鐘 

2. 教學活動： 

 教師通過「活動一」，讓學生觀看「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和「東方第一大港 --  泉州」的視像

片段，以認識「一帶一路」的歷史背景。 

10 分鐘 

3.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二：『一帶一路』的主要理

念」，讓學生認識「一帶一路」的框架思路和

「五通」的主要內容。 

15 分鐘 

4.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三：『一帶一路』對國家的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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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帶來的機遇」，讓學生認識國家在推

動「一帶一路」時堅持的發展思想和希望達成

的成果。 

5.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四：『一帶一路』對國家的

對外關係帶來的挑戰」，讓學生認識國家的對

外關係所面的挑戰，包括與個別國家的關係轉

變、其他國家的政權更迭、恐怖主義等。 

20 分鐘 

學與教資源： 工作紙一至四；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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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及第四課節 

課題： 國家參與國際事務 
學習目標：  認識「一帶一路」對國家安全（資源安全）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認識「一帶一路」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認識「一帶一路」對國家的文化交流帶來的機遇 

知識／概念： 技能： 價值觀和態度： 
 國家安全（資源安

全） 
 經濟發展 
 文化交流 

 分析  國民身份認同 
 國家觀念 

 共同福祉 

 互相依賴 

 尊重多元 

 和平 

 平等 
 合作 
 信任 

前備知識： 在第一及第二課節，學生已認識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一帶

一路」的主要理念和重點，以及「一帶一路」對國家的對外關係帶

來的機遇與挑戰 
  建議課時 

探究步驟： 1. 教學活動： 

 教師通過「活動二」，讓學生認識國家透過海

運入口石油面對的風險。  

8 分鐘 

2.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五：『一帶一路』對國家安

全（資源安全）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讓學生

了解「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有助提升國

家陸路運輸通道的能力，減低過往過於依賴海

上運輸通道的情況，從而明白「一帶一路」倡

議如何增強保障資源安全。 

16 分鐘 

3.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六：『一帶一路』對國家的

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讓學生從境外

港口和工業園區看「一帶一路」對國家的經濟

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16 分鐘 

4.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七：『一帶一路』對國家的

文化交流帶來的機遇」，讓學生透過不同例子

初步認識國家如何把握「一帶一路」對文化交

流方面所帶來的機遇。 

20 分鐘 

5. 教學活動： 

 教師透過「工作紙八：『一帶一路』對國家的

文化交流帶來的挑戰」，讓學生透過不同例

2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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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初步認識國家透過「一帶一路」推動文化

交流時所面對的挑戰。 

學與教資源： 工作紙五至八；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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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國」（第一及第二課節）學與教材料： 

工作紙㇐：國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針 

 
資料一： 

《憲法》  

序言 

[第十一自然段] 

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開的。中國的前途是

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

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

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

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反對帝國主義、霸

權主義*、殖民主義^，加强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支持被壓迫民族和發展

中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正義鬥爭，爲維護世界和平和

促進人類進步事業而努力。 

資料來源：《基本法》網站>憲法。 
 
 
 
 
 
 
 
 
 
 
 
------------------------------------------------------------------------------------------------------- 
 
*  霸權主義指大國、強國憑借軍事和經濟實力，強行干涉、控制小國、弱國的

內政外交，在世界或地區稱霸的政策和行為。【現代漢語詞典（第 5 版），北

京：商務印書館，2007】 
 
^ 殖民主義指資本主義強國對力量弱小的國家或地區進行壓迫、統治、奴役和

剝削的政策。殖民主義主要表現為海外移民、海盜式搶劫、奴隸販賣、資本

輸出、商品傾銷、原料掠奪等。【現代漢語詞典（第 5 版），北京：商務印書

館，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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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 50 周年紀

念會議上的講話 

… …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平發展進步力量不斷增長。

我們應該順應歷史大勢，堅持合作、不搞對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

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堅决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强權政治，堅决

反對一切形式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 

——我們應該大力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

共同價值，共同爲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確理念指引。和平與發展

是我們的共同事業，公平正義是我們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們的共同追

求。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發展的活

力和動力之源。 “非盡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 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

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進步。一

個國家走的道路行不行，關鍵要看是否符合本國國情，是否順應時代發展潮

流，能否帶來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生改善、社會穩定，能否得到人民支

持和擁護，能否爲人類進步事業作出貢獻。 

——我們應該携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人類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一

個家園。任何人、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應該和衷共濟、和合共

生，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共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代

替另一種文明，而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

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

世界的最大公約數。 

——我們應該堅持互利共贏，共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更好造福人民。中

國古人說：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 推動發展、安

居樂業是各國人民共同願望。爲了人民而發展，發展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

發展，發展才有動力。世界各國應該堅持以人民爲中心，努力實現更高質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爲安全的發展。要破解發展不平衡

不充分問題，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要增强人民發展能力，

形成人人參與、人人享有的發展環境，創造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每一個

國家每一個人的發展局面。不久前，我在第七十六届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全球

發展倡議，希望各國共同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發展的衝擊，加快

落實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 

… …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 年 10 月 25 日）。 
 

  



 

10 
 

1. (a) 根據資料一，國家的對外政策堅持哪五項原則？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處。 

 
(b)  根據資料一，國家的對外政策旨在推動構建甚麼？ 

人類命運共同體。 
 
2. (a) 根據資料二，國家在外交方面 (i) 堅持些甚麼？ (ii) 不搞些甚麼？(iii) 

堅决反對些甚麼？ 
(i) 堅持合作、開放、互利共贏。 
(ii) 不搞對抗、封閉、零和博弈。 
(iii) 堅决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强權政治、一切形式的單邊主 

 義和保護主義。 
 
(b)  根據資料二，國家大力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

全人類共同價值，有甚麼作用？ 
為共同爲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確理念指引。 

 
(c)  根據資料二，人類文明有甚麼特點？如何才能進步？ 

人類文明沒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只有在交流 
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進步。 

 
3. (a) 根據資料二，國家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期望人類共同建設

一個怎樣的世界？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b)  根據資料二，中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時，期望不同社會制度、

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歷史文化、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有

怎樣的關係？ 
利益共生、權利共享、責任共擔，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約 
數。 

 
4. (a) 根據資料二，甚麼是各國人民共同願望？  

推動發展、安居樂業。 
 

(b)  根據資料二，世界各國要如何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提高發展的平衡性、協調性、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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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一 
 
觀看以下有關「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和「東方第一大港 --  泉州」的視像片

段，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甲.「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總長 3 分鐘 34 秒】 

網址連結：https://chinacurrent.com/education/article/2021/06/22148.html 

 
乙. 「東方第一大港 --  泉州」【總長 3 分鐘 27 秒】 
網址連結：https://chinacurrent.com/hk/story/22472/2021-08-294-port-quanzhou 

 
1. 根據視像片段甲，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陸上商業貿易

路綫，主要是商人將中國出産的甚麼商品經銷到國外？ 

絲綢、瓷器。 
 
2. 根據視像片段甲，有甚麼農作物是通過陸上絲路傳入中國的？ 

番薯、粟米、馬鈴薯。 
 
3. 根據視像片段乙，泉州對於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有甚麼重要性？ 

泉州曾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 

 
4. 爲甚麽視像片段乙提出清淨寺是波斯、阿拉伯等地商人跨洋來泉州營商的物

證？ 
因為它是具有阿拉伯建築風格的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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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二：「㇐帶㇐路」的主要理念 

 
資料一： 

2013 年 9 月 7 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的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 

 

「爲了使我們歐亞各國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

展空間更加廣闊，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

路經濟帶』。」 

 

2013 年 10 月 3 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 

 

「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國願

同東盟國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政府設立的中國—東盟海上

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 

資料來源：新華網（2013 年 9 月 7 日及 2013 年 10 月 3 日）。 
 
 
資料二： 

三、框架思路 

“一帶一路” 是促進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的合作共贏之路，是增進理解信

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誼之路。中國政府倡議，秉持和平合作、開放

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

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 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

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潜力巨大。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

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

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

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

洋。 

根據 “一帶一路” 走向，陸上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綫中心城市爲支撑，以重

點經貿産業園區爲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

－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以重點港口爲節點，共

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與推進 
“一帶一路” 建設關聯緊密，要進一步推動合作，取得更大進展。 

… … 



 

13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

部（經國務院授權發布）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願景與行動》（2015 年 3 月 28 日）。 

 

資料三： 

四、合作重點 

沿綫各國資源禀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强，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以政

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爲主要內容，重點在以

下方面加强合作。 

政策溝通。加强政策溝通是 “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間合作，

積極構建多層次政府間宏觀政策溝通交流機制，深化利益融合，促進政治互

信，達成合作新共識。沿綫各國可以就經濟發展戰略和對策進行充分交流對

接，共同制定推進區域合作的規劃和措施，協商解决合作中的問題，共同爲

務實合作及大型項目實施提供政策支持。 

設施聯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 “一帶一路” 建設的優先領域。在尊重相關國

家主權和安全關切的基礎上，沿綫國家宜加强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技術標準

體系的對接，共同推進國際骨幹通道建設，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

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强化基礎設施綠色低碳化建設和運營管理，在

建設中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影響。 

… … 

貿易暢通。投資貿易合作是 “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點內容。宜著力研究解决投

資貿易便利化問題，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構建區域內和各國良好的營商環

境，積極同沿綫國家和地區共同商建自由貿易區，激發釋放合作潛力，做大

做好合作 “蛋糕”。 

… … 

資金融通。資金融通是 “一帶一路” 建設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進亞

洲貨幣穩定體系、投融資體系和信用體系建設。擴大沿綫國家雙邊本幣互

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推動亞洲債券市場的開放和發展。共同推進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籌建，有關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組織融

資機構開展磋商。加快絲路基金組建運營。… …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

部（經國務院授權發布）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願景與行動》（2015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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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根據資料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哪個國家首次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

濟帶」？ 
哈薩克斯坦。 

 
(b)  根據資料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哪個國家首次提出建設「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 
印尼。 

 
(c)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為「一帶一路」。

根據資料一，在跟沿線國家的關係方面，「一帶一路」有甚麼特點？ 
合作和共同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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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資料二，在以下地圖的空格內填寫合適的名稱。 
 

提示：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南太平洋、南海、印度洋、波斯灣、地中海、俄羅斯、歐洲 
 

 
 
 
 
 
 
 
 
 
 
 
 
 
 
 
 
 
 
 
 
 
 

 

  

中國 21 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 

絲

綢

之

路

經

濟

帶 

南

海 

南太平洋 

印度洋 

歐洲 

東南亞 
南亞 

中亞 

俄羅斯 

歐洲 

西亞 
波

斯

灣 

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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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根據資料二，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方面，中國政府倡議打造政治

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三個甚麼？  
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b)  根據資料二，絲綢之路經濟帶依托國際大通道， (i) 以甚麼為支撑？ (ii)  
以甚麼為合作平台？ 
(i)  以沿綫中心城市為支撑。 
(ii)  以重點經貿産業園區為合作平台。 

 
(c)   根據資料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i) 以甚麼為節點？(ii)  共同建設甚

麼？ 
(i)  以重點港口為節點。 
(ii)  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 

 
4. (a) 根據資料三，「一帶一路」有哪五個主要內容？  

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b)   承上題，參照資料三，在下表的空格內填寫 4(a)答案述及的「一帶一

路」五個主要內容的名稱。 
 
 「一帶一

路」的主要

內容 
(a) 2021 年 10 月 27 日，來自中國、塞爾維亞、波黑、黑山和

羅馬尼亞的 14 家教育和社會機構代表舉行綫上會議，宣

布成立中國—中東歐藝術高等教育國際聯盟，旨在加强

藝術創新合作。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 

民心相通 

(b) 2021 年 10 月 26 日，伴隨著汽笛轟鳴，首趟商洛—歐洲  
“商洛核桃” 專列從陝西商洛陸港集團發出。700 餘噸商洛

核桃産品搭載此專列，經西安走出國門，發往哈薩克斯

坦等中亞、歐洲國家。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 

貿易暢通 

(c) 2021 年 10 月 24 日，由來自中國的龍建路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的孟加拉國帕亞拉大橋日前正式通車。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 

設施聯通 

(d) 2021 年 10 月 6 日，中國駐所羅門群島大使李明與所羅門

群島總理兼代理財政部長索加瓦雷在總理府共同簽署兩

國政府間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 

政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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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

路」的主要

內容 
(e) 中國於 2013 年 10 月首次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2016 年 1 月開業。其宗旨為通過在基礎設施及其他

生産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

富並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與其他多邊和雙邊開發機

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合作和夥伴關係，應對發展挑

戰。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資金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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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三：「㇐帶㇐路」對國家的對外關係帶來的機遇 

 

資料一： 

政策溝通：國際共識持續擴大 
 
合作協議 
截至 2022 年 2 月 6 日，中國政府已經同 148 個國家和 32 個國際組織簽署 200 餘

份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商簽範圍由亞歐地區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

西歐等相關國家。 
 
規劃對接 
推動與合作基礎堅實、合作體量較大、合作意願強烈的國家聯合製定合作規劃。 
 
 
 
 
 
 
 
 
 
 
 
 
 
 
 
 
 
 
 
 
 
 
 
高峰論壇 
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的廣泛國際共識突出體現在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 

2017 年 5 月 

第一屆 

29 1,600 279 
國家的元首和首

腦出席 
1,600 多名代表 

參會 
形成 5 大類 

279 項務實成果 

2019 年 4 月 

第二屆 

38 6,000 283 
國家的元首和首

腦出席 
6,000 餘名外賓 

參會 
形成 6 大類 

283 項務實成果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2019 年 9 月 9 日及 2022 年 2 月 7 日）。 
  

“一帶一路”

倡議 

哈薩克斯坦 

 

印尼 

全球海洋 

俄羅斯 

歐亞經濟 

匈牙利 

 

蒙古國 

 
菲律賓 

大建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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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於 2019 年 3 月 8 日（星期五）10 時在梅地

亞中心新聞發布廳舉行記者會，邀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就 “中國外交

政策和對外關係” 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王毅： 

… …在各方的熱切期盼下，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已經確

定將於 2019 年 4 月下旬在北京舉辦。這是今年中國最重要的主場外交，也將

是又一次全球矚目的國際盛會。… …  

資料來源：新華網（2019 年 3 月 8 日）。 

 

為何世界各國競相爭取主辦這些重要的多邊峰會？這實際上也體現了 “主

場外交” 的價值所在，可以利用主場便利在議程設置、人員安排、媒體宣傳

等多方面發揮積極引導作用。 “主場外交” 的價值在於東道主可以利用主場的

天時、地利、人和等多種優勢，掌握或增强國際話語權，擬定有利於本國的

議題或議程，推動制定有利於本國的國際規則或秩序，從而實現本國的外交

目標。具體而言，“主場外交” 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議程設置的

先導性﹔二是理念輸出的便利性﹔三是國際合作的規模性﹔四是媒介影響的

引導性。 

 

資料來源：人民網（2017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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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齊心開創共建 “一帶一路” 美好未來—— 

在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2019 年 4 月 26 日，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 

… … 

——我們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倡導多邊主義，大家的事大家商量

著辦，推動各方各施所長、各盡所能，通過雙邊合作、三方合作、多邊合作

等各種形式，把大家的優勢和潛能充分發揮出來，聚沙成塔、積水成淵。 

 

——我們要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不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把綠

色作爲底色，推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投資、綠色金融，保護好我們賴

以生存的共同家園，堅持一切合作都在陽光下運作，共同以零容忍態度打擊

腐敗。我們發起了《廉潔絲綢之路北京倡議》，願同各方共建風清氣正的絲綢

之路。 

 

——我們要努力實現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標，引入各方普遍支持

的規則標準，推動企業在項目建設、運營、採購、招投標等環節按照普遍接

受的國際規則標準進行，同時要尊重各國法律法規。要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

發展思想，聚焦消除貧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讓共建 “一帶一路” 成果更

好惠及全體人民，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同時確保商業

和財政上的可持續性，做到善始善終、善作善成。 

… …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 年 4 月 26 日）。 
 
 
1. (a) 根據資料一，截至 2022 年 2 月 6 日，中國政府已經同多少個國家和國

際組織簽署 200 餘份共建 “一帶一路” 合作文件？  
148 個國家和 32 個國際組織。 

 
(b)  根據資料一，中國政府推動與哪些國家聯合製定合作規劃？ 

合作基礎堅實、合作體量較大、合作意願強烈的國家。 
 
(c)  根據資料一「高峰論壇」的內容，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較第一届有甚麼進展？ 
出席的國家元首和首腦、外賓的數目增加，成果的類型和項目數目 
均有所增加。 

 
(d)  總結資料一， “一帶一路” 在政策溝通方面有甚麽進展？ 

國際共識持續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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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根據資料二，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哪個城市舉行？ 
北京。 

 

(b)  資料二以甚麼四字詞語來描述國家舉行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

峰論壇？ 
主場外交。 

 
(c)  承上題，2.(b)答案的價值在於東道主可以利用主場的甚麼優勢？ 

天時、地利、人和等多種優勢。 
 
3. (a) 根據資料三，在推動 “一帶一路” 的合作方面，中國強調甚麼原則和倡

導甚麼主義？  
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和多邊主義。 

 

(b)   根據資料三，中國在推動 “一帶一路” 時堅持甚麼理念？ 
開放、綠色、廉潔。 

 
(c)   根據資料三，中國推動企業在項目建設、運營、採購、招投標等環節

時，按照甚麼標準進行？ 
普遍接受的國際規則標準。 

 
(d)   根據資料三，中國在推動 “一帶一路” 時，(i) 堅持甚麼發展思想？(ii) 

聚焦達成甚麼成果？ 
(i)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ii)  聚焦達成消除貧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的成果。 

 
(e)  總的來說，資料三的內容與資料二述及「主場外交」的甚麼價值相關？ 

掌握或增強國際話語權，擬定有利於本國的議題或議程，推動制 
定有利於本國的國際規則或秩序，從而實現本國的外交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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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四：「㇐帶㇐路」對國家的對外關係帶來的挑戰 

 
資料一： 

2021 年 5 月 24 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 

法新社記者： 上周六，立陶宛方面表示將退出中國與中東歐合作機制*，稱

中方有關倡議在歐盟製造了分裂。中方對此有何評論？是否將

採取報復措施？ 

趙立堅：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是中國同中東歐國家共同倡議成立的跨

區域合作機制，符合各方合作共贏、共謀發展的願望，9 年來

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爲各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各方在

推進合作過程中一貫秉持協商自願、共商共建、開放包容的原

則，堅持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是中歐關係有益和重要補充的

定位，歡迎同其他國際組織和國家在合作框架內開展合作。當

前，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各項成果穩步落實。中方願

同各方繼續共享發展機遇和合作成果，推動中國—中東歐國家

合作行穩致遠。 
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機制成立 9 年來成

果豐碩，不會因個別事件受影響。相信在機製成員國共同努力

下，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必將爲有關國家人民帶來更多福

祉。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 年 5 月 24 日）。 
 
*  2012 年 4 月 26 日，首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在波蘭華沙舉行，中國

—中東歐國家合作正式啓動。2015 年 11 月 24 日，第四次中國—中東歐國家

領導人會晤在中國蘇州舉行，當中提出六大重點，包括落實合作推進路綫圖，

對接 “一帶一路” 倡議與中東歐國家發展戰略並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合作，打造

産能合作新樣板，不斷創新投融資合作方式，促進貿易投資雙增長和擴大人

文交流的廣度深度。2018 年 7 月 7 日，第七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在保加利亞索非亞舉行，中國同中東歐 16 國領導人共同見證  “一帶一路”、

交通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園區、金融、教育、文化、質檢等領域 19 餘

項合作協議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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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2021 年 9 月 6 日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會 

彭博社記者： 中方對幾內亞*軍事政變有何評論？可否介紹中方立場和反

應？ 

汪文斌： 我們密切關注幾內亞形勢發展，注意到非盟#和西非國家經濟

共同體^有關表態。中方反對政變奪權，呼籲立即釋放孔戴總

統。我們希望各方保持冷靜克制，從幾內亞國家和人民的根本

利益出發，通過對話協商解决相關問題，維護幾國內和平與穩

定。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 年 9 月 6 日）。 
 
* 2018 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期間，中國與 28 個非洲國家簽署共建 “一帶一

路” 諒解備忘錄，當中包括幾內亞。 
#   非洲聯盟的前身是成立於 1963 年 5 月 25 日的非洲統一組織（以下簡稱 “非

統”）。1999 年 9 月 9 日，非統第四屆特別首腦會議通過《錫爾特宣言》，决定

成立非洲聯盟（以下簡稱 “非盟”）。2002 年 7 月，非盟正式取代非統。非盟

的宗旨包括成員國主權平等，相互依存；尊重獨立時存在的邊界；和平共處；

不干涉內政；反對以非憲政方式更迭政權等。 
^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簡稱西共體，成立於 1975 年 5 月 28 日，旨在促進成

員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與合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加强相互關係，爲非洲的進步與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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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2021 年 7 月 19 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主持例行記者會 

中新社記者： 7 月 14 日，巴基斯坦*開普省達蘇水電站項目中方通勤班車爆

炸，造成多名中巴人員傷亡。目前尚無任何組織或個人宣稱對

此次事件負責。我注意到，有分析認爲這一事件同今年 4 月 21
日發生在巴基斯坦奎達某酒店的爆炸襲擊事件有關聯，可能係

塔利班所爲。其觀點是塔利班曾宣稱對 4 月 21 日恐襲事件負

責，而事發時中國大使即將抵達酒店。當然，這一分析好像把 
“巴基斯坦塔利班” 和阿富汗塔利班混淆了，他還提及阿富汗塔

利班近日涉華友好表態，懷疑塔利班在對華玩軟硬兩手。請問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 中方高度關注並强烈譴責 7 月 14 日在巴基斯坦發生的汽車爆

炸事件。目前中方跨部門聯合工作組正同巴方一道密集開展工

作。相信中巴雙方一定能查明真相，將凶手繩之以法。中方將

繼續堅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切實保障在巴中國人員和機構的

安全。 

 你關於 “巴基斯坦塔利班” 和阿富汗塔利班的認識是客觀的，

兩者是不一樣的。 “巴基斯坦塔利班” 是巴基斯坦政府和國際

社會普遍認定的恐怖組織，其承認參與製造了包括奎達酒店爆

炸在內的多起恐怖襲擊。阿富汗塔利班稱自己是一個政治、軍

事組織，公開表示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利用阿富汗領土威脅其

他國家，近年同阿富汗政府和國際社會保持著對話接觸。 

恐怖主義是全人類的公敵。中方願與國際社會加强反恐合作，

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 年 7 月 19 日）。 
 
* 中巴經濟走廊是共建 “一帶一路” 的標志性項目，於 2013 年啓動建設。2015

年，中巴兩國政府確定了以中巴經濟走廊爲中心，以瓜達爾港、能源、交通

基礎設施、産業合作爲重點的 “1+4” 合作布局。目前，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進

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聚焦農業、社會民生等領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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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根據資料一，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中國推動與中東歐合作時面

對甚麽的挑戰？  
立陶宛方面表示將退出中國與中東歐合作機制。 

 
(b)  根據資料一，為甚麼外交部發言人認爲有關機制不會因個別事件受影

響？ 
因爲有關機制符合各方合作共贏、共謀發展的願望，9 年來取得了 
豐碩的成果，爲各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各方在推進 
合作過程中一貫秉持協商自願、共商共建、開放包容的原則。 

 
2. (a) 根據資料二，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中國推動與非洲國家合作時

面對一項甚麽挑戰？   
已簽署共建  “一帶一路”  諒解備忘錄的幾內亞發生軍事政變。 

 
(b)  根據資料二，中國如何回應 2.(a)答案提及的挑戰？ 

中國反對政變奪權，並希望各方保持冷靜克制，通過對話協商解决 
相關問題。 

 
(c)   承上題，中國在 2.(b)答案提及的立場，與非盟哪項宗旨（見資料二附

註）不謀而合？ 
反對以非憲政方式更迭政權。 

 
3. (a) 根據資料三，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中國推動與巴基斯坦合作時

面對一項甚麽挑戰？ 
恐怖襲擊。 

 
(b)  根據資料三，中國如何與巴基斯坦回應 3.(a)答案提及的挑戰？ 

中方跨部門聯合工作組正同巴方一道密集開展工作，以查明真相，  
將凶手繩之以法。另外，將繼續堅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切實保障 
在巴中國人員和機構的安全。 

 
(c)   承上題，在國際社會的層面，中國如何回應 3.(a)答案提及的挑戰？ 

中方願與國際社會加强反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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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的中國」（第三及第四課節）學與教材料： 

活動二： 
 
資料一 

2018 年海運石油貿易量（日通過百萬桶） 
 
 
 
 
  

霍爾木茲海峽

16.8 

馬六甲海峽

15.7 

巴布曼得海峽

4.8 

蘇伊士運河

4.6 

博斯普魯斯海峽

2.7 

其他

8.3 

總數

52.9 

資料來源： Statista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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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就資料一所顯示的 2018 年海運石油貿易量（以日通過百萬桶計算），

將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與其他地方比較，當中有甚麼特點？ 
兩個海峽的貿易量遠高於其他地方。 

 
(b)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 2018 年的資料，中國從中東地區（包括

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爾和阿聯酋等）輸

入原油的進口量佔總進口量超過百分之四十。有關的海運石油大多會

經過資料一所顯示的甚麼地方？ 
霍爾木茲海峽和馬六甲海峽。 

 
2. (a)  1.(b)答案述及的地方有甚麼共同特徵？ 

被夾在兩塊陸地之間的狹窄航道。 
 

(b)  承上題，2.(a)答案述及的特徵使中國透過海運入口石油面對甚麽風險？ 
有關的狹窄航道容易受到封鎖，運載石油的船隻無法通行。 

 

  



 

28 
 

工作紙五：「㇐帶㇐路」對國家安全（資源安全）帶來的機遇與挑

戰 

資料一： 

《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0 年 12 月） 

七、全方位加强能源國際合作 

（二）著力推進共建 “一帶一路” 能源合作 

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努力實現高

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的目標，同各國在共建 “一帶一路” 框架下加强能源合

作，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更多惠及其他國家和人民，爲推動共同發展創造

有利條件。 

… … 

加强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積極推動跨國、跨區域能源基礎設施聯

通，爲能源資源互補協作和互惠貿易創造條件。中俄、中國－中亞、中緬油

氣管道等一批標誌性的能源重大項目建成投運，中國與周邊 7 個國家實現電

力聯網，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水平顯著提升，在更大範圍內促進能源資源

優化配置，促進區域國家經濟合作。 

提高全球能源可及性。積極推動 “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的、可靠和可

持續的現代能源”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內落實，積極參與能源可及性國際合

作，採用多種融資模式爲無電地區因地制宜開發併網、微網和離網電力項

目，爲使用傳統炊事燃料的地區捐贈清潔爐灶，提高合作國能源普及水平，

惠及當地民生。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2020 年 12 月 21 日）。。 
 
 

資料二： 

四、合作重點 

… … 

加强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共同維護輸油、輸氣管道等運輸通道安

全，推進跨境電力與輸電通道建設，積極開展區域電網升級改造合作。 

… …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

部（經國務院授權發布）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願景與行動》（2015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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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2015 年 7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

第二章 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 

第二十一條 

國家合理利用和保護資源能源，有效管控戰略資源能源的開發，加强戰略資

源能源儲備，完善資源能源運輸戰略通道建設和安全保護措施，加强國際資

源能源合作，全面提升應急保障能力，保障經濟社會發展所需的資源能源持

續、可靠和有效供給。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2015 年 7 月 1 日）。 
 
 
1. (a) 根據資料一，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有甚麼標誌性的能源重大項

目建成投運？  
中俄、中國－中亞、中緬油氣管道。 

 
(b)   承上題，1.(a)答案所述的項目會否面對「活動二」2.(b)答案述及的風

險？為甚麼？ 
不會，因為這些項目是透過陸路進行運輸，不會經霍爾木茲海峽 
和馬六甲海峽的狹窄航道。 

 
2. (a)  1.(a)答案所述的項目屬於資料二提及的「一帶一路」哪一種合作重點

的例子？ 
加强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 

 
(b)  承上題，有關重點與資料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的

「資源安全」哪一重點相關？ 
完善資源能源運輸戰略通道建設和安全保護措施。 

 
3. (a) 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資料二提及「推進跨境電力與輸電通道建

設，積極開展區域電網升級改造合作」的合作重點，資料一有甚麼相

關例子？ 
中國與周邊 7 個國家實現電力聯網。 

 

(b)  承上題，3.(a)答案所述與資料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

的「資源安全」哪一重點相關？ 
加强國際資源能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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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六： 「㇐帶㇐路」對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資料一： 

… … 

十多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希臘比雷埃夫斯港經歷了 “至暗時刻”。所

有人都在降薪和失業的陰影籠罩下焦慮不安… …絕大多數設備得不到及時維

修和保養，使用記錄也不知去向；集裝箱堆場混亂不堪，靠港船舶壓港嚴

重，港區門口卡車堵塞長達 5 公里；一批批船東棄港而去，客戶幾乎流失殆

盡… … 

進駐伊始，中遠海運就發布《告員工書》，管理層鄭重承諾：中國管理

團隊不會拿走這裏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柱。比港過去屬於、現在屬於、未來

也將永遠屬於希臘人民。中遠海運管理團隊不會超過七名中國人，其他所有

崗位都屬於希臘員工。 
接手港口經營後，中遠海運與本地員工一起奮力開拓。當地市場有限，

管理層就帶著大家集中精力拓展國際市場；貨源不多，就設法多拉中轉貨

物；設施老化，就親力親爲帶頭搶修更換… …員工看在眼裏，記在心裏，疑

慮在逐漸消除，人心在迅速凝聚。員工午餐不方便，公司就提供免費午餐並

讓員工自主管理餐廳。爲弘揚中希文明相近的 “家” 文化傳統，新年時邀請工

人們參加聚會，爲員工家中學習優秀的孩子們頒發獎學金… …如沐春風的管

理方式，讓信任升級爲融合，進而轉化成更加强大的發展合力。 
“他們不是來搶我們飯碗的，反而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不到半年，比

港就開始連續單月盈利了，他們做到了多年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如今已是公司商務經理的塔索斯充滿敬意，心悅誠服。… … 

經過十年的辛苦耕耘，中遠海運在這個擁有無數古老神話的國度創造了

現代版的 “比港神話”。二號、三號碼頭先後得到翻建和擴建；配備世界一流

的裝卸運輸設備，管理服務有了質的飛躍；“集裝箱碼頭” “郵輪碼頭” “汽車

碼頭” “修造船” “渡輪碼頭” 以及 “物流倉儲” 六大業務板塊先後投入運營，形

成了覆蓋航運、港口、綜合物流的整條産業鏈。 
散失的船東重新回到比港。集裝箱航運業的三大聯盟都已成爲比港的長

期客戶，保證了每月挂靠船舶 200 艘次的穩定業務量。他們還帶來了 15 條遠

洋主幹航綫、51 條歐洲地區支綫等更多資源。 
2018 年，比港集裝箱吞吐量已經從中遠海運參與經營前的 68 萬標箱提

升至 491 萬標箱，在全球港口中的排名由第 93 位躍升至第 32 位；橋吊裝卸速

度從每小時 15 標箱提高到 27 標箱，位列歐洲港口前茅。… … 

比港連接著數條海上航綫，海上運來的貨物，在比港靠岸後，如果通過

鐵路運送到歐洲內陸國家，運輸時間將比其他傳統路綫大大縮短，費用也大

大降低。 
爲此，中遠海運整合海上航綫網絡與比港樞紐港建設兩方面的綜合優

勢，啓動中歐陸海快綫，將傳統西北歐海鐵聯運的運輸周期縮短了 7-11 天。

目前，中歐陸海快綫每周運行班列已經達到 17 班，覆蓋了 9 個國家 1500 個內

陸點，讓整個歐洲內陸的連接更加高效、便捷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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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9 年 10 月）。《共同夢想—— “一帶一路” 
故事叢書》第一輯〈比雷埃夫斯港的 “神話”〉，作者：宋冉 [希臘] 塞諾斯•裏亞古

斯。 
 
資料二： 

打造 “一帶一路” 沿綫國家境外示範園區 
… … 

泰中羅勇工業園地處 “東部經濟走廊” 核心區域，也是中國首批境外經

貿合作區之一。… … 

步入泰中羅勇工業園，到處綠意盎然，辦公樓與廠房鱗次櫛比。入駐的

中國企業涉及光伏、汽配、建材等衆多行業。作爲中國首批境外經貿合作區

之一，羅勇工業園的中資企業數量從建園之初的 30 多家發展到現在的 150 多

家，泰籍員工 3 萬餘人，帶動中國企業對泰投資 40 億美元，累計工業産值超

160 億美元，成爲中國傳統優勢産業在泰國的産業集群中心與製造業出口基

地。 
… … 

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速全球供應鏈重構，並推動全球製造業格局調

整。具有强大實力的中國企業，在經歷了 “貿易戰” 以及叠加這次疫情嚴重蔓

延的影響，將會考量加速在境外建立生産基地，也會更多地思考全球供應鏈

的安全布局，從而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和企業全球化步伐。 
… …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20 年 9 月 3 日）。 
 
 
1. (a)    根據資料一，比雷埃夫斯港六大業務板塊先後投入運營，形成了甚麼？  

形成了覆蓋航運、港口、綜合物流的整條産業鏈。 
 

(b)  根據資料一，比雷埃夫斯港為來自亞洲從海上運來的貨物提供了甚麽

優勢？  
這些貨物在比港靠岸後，如果通過鐵路運送到歐洲內陸國家，運輸 
時間將比其他傳統路綫大大縮短，費用也大大降低。 

 
2. (a)    根據資料一，除了設施老化和維修保養不當等問題，中遠海運在接手

港口經營前還面對甚麽挑戰？  
當地人對該公司有疑慮，例如來「搶飯碗」。 

 
(b)  承上題，中遠海運分別在 (i) 工作層面和 (ii) 日常生活層面，透過甚麽

方法面對有關的挑戰？  
(i)  承諾管理團隊不會超過七名中國人，其他所有崗位都屬於希臘 

員工；工作時與當地員工一起奮力開拓，凡事親力親爲。 
(ii)  提供免費午餐並讓員工自主管理餐廳；弘揚中希文明相近的  

“家”文化傳統，新年時邀請工人們參加聚會，爲員工家中學習 
優秀的孩子們頒發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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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根據資料二，入駐位於泰國中部羅勇工業園的中國企業涉及哪些行業？  
光伏、汽配、建材等。 

 
(b)  承上題，該工業園對中國的製造業產生甚麼作用？  

它成爲中國傳統優勢産業在泰國的産業集群中心與製造業出口基 
地。 

 
4.  (a)      根據資料二，中國企業面對哪兩項挑戰？  

 “貿易戰” 和疫情。 
 
(b)  承上題，中國企業將會如何應對 4.(a)提及的挑戰？  

將會考量加速在境外建立生産基地，也會更多地思考全球供應鏈的 
安全布局，從而加快企業轉型升級和企業全球化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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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七：「㇐帶㇐路」對國家的文化交流帶來的機遇 
 

資料一： 

齊心開創共建 “一帶一路” 美好未來—— 

在第二屆 “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 

（2019 年 4 月 26 日，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 

… … 

我們要積極架設不同文明互學互鑒的橋梁，深入開展教育、科學、文

化、體育、旅遊、衞生、考古等各領域人文合作，加强議會、政黨、民間組

織往來，密切婦女、青年、殘疾人等群體交流，形成多元互動的人文交流格

局。未來 5 年，中國將邀請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的政黨、智庫、民間組織等

1 萬名代表來華交流。我們將鼓勵和支持沿綫國家社會組織廣泛開展民生合

作，聯合開展一系列環保、反腐敗等領域培訓項目，深化各領域人力資源開

發合作。我們將持續實施 “絲綢之路” 中國政府獎學金項目，舉辦 “一帶一路” 
青年創意與遺產論壇、青年學生 “漢語橋” 夏令營等活動。我們還將設立共建 
“一帶一路” 國際智庫合作委員會、新聞合作聯盟等機制，匯聚各方智慧和力

量。 

… …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 年 4 月 26 日）。 

 
 
資料二： 

“國際青年領袖對話” 項目由全球化智庫和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共同發起，

旨在爲不同文明、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國際青年搭建交流思想、互學互

鑒、增進友誼的對話平台，倡導各國青年發揚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爲完善

全球治理彙聚更多國際化、年輕化、多元化力量。 

 
2020 年 12 月 15 日，“國際青年領袖對話” 項目在北京正式啓動。… …來自二

十餘個國家的近百位跨國公司、高校、智庫、媒體等不同領域的傑出青年參

加了啓動儀式，突顯了項目的國際性、多邊性和影響力。 

 

國際青年中國行 

將在 4、5 月份，圍繞開放創新、生態保護、脫貧攻堅、文明交流等不同主

題，邀請在華的各國青年到中國國內開展有趣味、有特色的參訪和交流活

動，探尋最美麗的中國江河與大地，體味燦爛悠久、兼收並蓄的中華文明，

感受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最真切、最樸素的嚮往，相信在感受美景、美食和

遠方之中，來自不同文明的中外青年能更好地認識彼此、認識自己。等到全

球疫情好轉，我們還將邀請更多的海外青年朋友們來中國參訪和交流。 

資料來源：國際青年領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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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非遺 DIY 讓留學生親近中國傳統文化（2021 年 10 月 29 日） 
… …日前，廣東省少兒美育藝術研究院的老師王錦麗在廣州圖書館創客空間

主持 “藝術周末” 公益活動，帶領大家體驗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扎

染製作全過程。 
來自莫桑比克的路易斯看著王錦麗展示的扎染作品，特別想動手試一試。在

他的故鄉，婦女們節慶時也會穿上用類似工藝製作的長裙。不同的是，莫桑

比克的長裙五顔六色，而中國的扎染通常只有一個顔色——靛藍。 
借助廣東金融學院教師董越的翻譯，路易斯知道了染料的多少决定著藍色的

深淺，布料的捆扎方式决定圖案的樣式。… … 
中國傳統文化課是廣東金融學院國際教育學院留學生的必修課。 “上好文化

課，光聽是遠遠不够的。” 董越說， “去體驗，去製作，去交流，才能讓留學

生們切身體會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爲了讓中國傳統文化課更加豐富多彩，廣州圖書館、嶺南古村車陂村都成了

廣東金融學院 “多元文化教育實踐基地”，不少非遺項目傳承人被請來給留學

生們當老師。 

醒獅鑼鼓、中國功夫、壓花藝術… …留學生們可以接觸到多樣的中國傳統文

化。 “在中國生活和學習真的太有意思了，我迫不及待地想和家人們分享這

些新鮮事！” 來自幾內亞的留學生白易杰說。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2021 年 10 月 29 日）。 

 
1. (a) 根據資料一，在架設不同文明互學互鑒的橋梁方面，(i) 要開展哪些領

域的人文合作？(ii) 加強哪些組織的往來？(iii) 密切哪些群體的交流？ 
(i)  開展教育、科學、文化、體育、旅遊、衞生、考古等各領域的 

人文合作。 
(ii)  加强議會、政黨、民間組織的往來。 
(iii) 密切婦女、青年、殘疾人等群體的交流。 

 
(b)   承上題，1.(a)所述旨在形成一個怎樣的人文交流格局？ 

多元互動。 
 
2. (a) 參照資料一，資料二的「國際青年領袖對話」(i) 屬於哪類組織？(ii) 

旨在推動甚麼群體的交流？ 
(ii)  屬於民間組織。 

(iii) 旨在推動青年的交流。 
 
(b)  根據資料二，「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透過甚麼活動讓來自不同文明的

中外青年能更好地認識彼此、認識自己？  
有趣味、有特色的參訪和交流活動。 

 
3. (a) 資料三述及的留學生 (i) 來自哪兩個國家？(ii) 這些國家位於七大洲中

的哪一個？ 
(i)  莫桑比克和幾內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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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非洲。 
 
(b)  根據資料三，有關的留學生是透過甚麽方法體會中國傳統文化？  

體驗、製作、交流。 
 

(c)  參照資料一，中國政府透過甚麽方法鼓勵留學生到中國學習和體會？  
「絲綢之路」 中國政府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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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八：「㇐帶㇐路」對國家的文化交流帶來的挑戰 
 

資料一： 

中歐藝術 “雲交流” 熱度高 

… … 

按照原計劃，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主辦、中歐國際文化藝術節組委會承

辦的 “2020 中歐國際文化藝術節”，本來要在德國波恩舉辦。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藝術節已改爲綫上交流。 
目前，藝術節正在進行綫上作品徵集及優秀作品展示活動，還將組織中國和

歐洲衆多藝術愛好者進行綫上交流展示，活動涉及聲樂、鋼琴、舞蹈、器樂

（西洋、民族）、西洋打擊樂、指揮、合唱、語言等多種藝術類別。 
… … 
“我們要把中國最專業的文化藝術帶去歐洲，讓歐洲人瞭解中國文化藝術發展

的最新情况。” 金惠子說，中國文化藝術需要向海外進行高層次展示與推

廣。對藝術家來說，交流是提高藝術水平的必要方式之一。此外，許多中國

學生通過活動對歐洲音樂學校加深了瞭解，這些歷史悠久的歐洲音樂院校也

因此吸引了更多優秀的中國學生。 
去年，中歐國際文化藝術節波蘭站在波蘭弗羅茨瓦夫市利平斯基音樂學院舉

辦，來自中國全國的 11 所音樂學院及部分綜合性高校的師生參與了活動。 

此次藝術節舉辦之前，利平斯基音樂學院沒有與中國音樂高校舉辦過交流活

動，因而對藝術節能否成功舉辦、藝術節是否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專業度頗有

顧慮。因此，他們要求參賽的中國學生必須是專業音樂學院的大學生，具有

良好的音樂素養。爲消除疑慮，組委會邀請了 3 位利平斯基音樂學院老師來

到中國，與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首都師範大學等高校進行交流。

雖然語言不通，但藝術是相通的。通過此次交流，他們瞭解了中國藝術院校

師生的專業水平，並敲定了合作 

資料來源：中國一帶一路網（202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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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中文能力建設推動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路”  
… … 
加强中文能力建設是推進 “一帶一路” 民心相通的基石。在國際交往中，有效

對話需要基於語言共識、並在共同語言層面上進行，否則不僅無法實現溝

通，而且容易産生誤解甚至誤判。當前，國際社會特別是參與共建 “一帶一

路”  的國家和地區對中文賦予更高期待，但 “一帶一路”  國家中能够將中文作

爲外語熟練掌握、並能作爲工作語言應用的人還不够多，與實際需要之間還

存在差距。作爲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加强中文能力建設勢在必行、潛力很

大、任重道遠。 
加强中文能力建設，有利於使中文在更大範圍內和更深程度上融入高質量共

建 “一帶一路” 的進程，承擔應有的國際交流責任；有利於破解共建 “一帶一

路” 語言障礙問題，構建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可行的語言發展環境，提高跨

文化溝通效率和效果，爲有關各方帶來交往的便利；有利於增强各方參與共

建 “一帶一路” 的能力，增進瞭解、信任和友誼，從而更好地形成和堅持合作

共識，共同開創 “一帶一路” 新的發展機遇。 
世界上的各種語言都是平等的。中文是世界語言大家庭的平等成員，也是建

設性的一員，通過友好交流走近世界語言舞台中央。作爲中文母語國，中國

也要學習共建 “一帶一路” 有關各方的語言和文化，圍繞高質量共建 “一帶一

路”，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和更堅定的文化自信，客觀、理性地研判中文的未

來角色和作用。加强 “一帶一路” 中文能力建設前景光明、道路寬闊。 

… … 

資料來源：中國網  “一帶一路”  網（2020 年 7 月 20 日）。 

 
 
1. (a) 根據資料一，對藝術家來說，文化藝術交流有甚麼重要性？  

交流是提高藝術水平的必要方式之一。 
 
(b)  根據資料一，“2020 中歐國際文化藝術節” 的主辦單位透過甚麼方法減

輕新冠肺炎疫情對文流的影響？ 
綫上交流。 

 
2. (a) 根據資料一，在舉辦中歐國際文化藝術節前，波蘭的利平斯基音樂學

院因為甚麼原因而對有關活動頗有顧慮？ 
因為該學院沒有與中國音樂高校舉辦過交流活動。 

 
(b)  承上題，活動的主辦單位透過甚麼方法消除了利平斯基音樂學院老師

的疑慮？  
邀請了 3 位利平斯基音樂學院老師來到中國，與中央音樂學院、 
中國音樂學院、首都師範大學等高校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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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根據資料二，在國際交往中，如果沒有語言共識和共同語言將會產生

甚麼挑戰？ 
不僅無法實現溝通，而且容易産生誤解甚至誤判。 

 
(b)  根據資料二，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 的國家和地區在使用中文方面面對

甚麽困難？ 
能够將中文作爲外語熟練掌握、並能作爲工作語言應用的人還不够 
多。 

 
(c)  承上題，作者認為需要如何處理 3.(b)答案述及的困難？ 

加强中文能力建設。 
 

(d)  根據資料二，中國作爲中文母語國，可如何成為世界語言大家庭建設

性的一員？ 
學習共建「一帶一路」有關各方的語言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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