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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 -- 單元熱身 【綜合報道】歐盟在 2013 年宣

佈對中國光伏（太陽能）企業徵

收反傾銷稅，中國商務部昨天啟

動了對歐盟葡萄酒的反傾銷和

反補貼調查，被視為中方的反擊 

措施。 

【綜合報道】歐盟在 2013 年宣

布對中國光伏（太陽能）企業徵

收反傾銷稅，中國商務部於同年

啟動了對歐盟葡萄酒的反傾銷

和反補貼調查，被視為中方的反

擊措施。 

圖片 

2012 年，中國的光伏太陽能產業遭到

美國和歐洲的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

查。 

圖片 

2012 年，中國的光伏太陽能產業遭到

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

查。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歐盟

制裁中方光伏企業的決定表

示，希望歐盟方面與中方相向而

行，不要採取貿易保護措施，否

則只會「損人不利己」。 

2013 年，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洪磊就歐盟制裁中方光伏企

業的決定表示，希望歐盟方面與

中方相向而行，不要採取貿易保

護措施，否則只會「損人不利

己」。 

18 2 探究活動 1 資料 1 

不過隨着日本加入跨太平洋戰

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簡稱

TPP），日本勢要下調入口關稅。 

資料 1 

不過隨着日本加入跨太平洋夥

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逾

95%種類的農產品和工業品將

對成員國撤銷入口關稅。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0 月 16

日）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 月 5 日） 

 

19 2 探究活動 1 資料 2 

中國增農業補貼 確保收購價格

不變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上月在湖北

農村考察時指出，隨着國際金融

危機蔓延，中國內地不少農產品

的價格受國際農產品價格波動

影響。有見及此，中國政府計劃

動用 1,230億元人民幣增加農業

補貼，使糧食和經濟作物的收購

資料 2 

中美貿易戰升溫 美增農業補

貼 

 

中美貿易戰持續升溫，中美互相

加徵關稅。作為美國大豆的最大

進口國，中國自 2018 年起對其

加徵 25%關稅，令美國大豆價格

急跌，打擊當地農民生計。有見

及此，美國農業部將動用 160

億美元增加農業補貼，冀穩定價



 
2 

價格不會下降，從而保障農民 

的收入。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09 年 4 月 2 日） 

格及保障美國農民的收入。 

 

綜各地傳媒報道（2019 年 5 月 24 日） 

資料 3 

制裁朝鮮 不容核武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針對朝鮮去

年底核試而達成的制裁方案進

行表決，決議最終獲 15 個成員

國一致通過。除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和導彈相關物資，遊艇、跑

車、珠寶、名貴房車等奢侈品亦

在禁運之列。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稱，此舉是要

向朝鮮表達清晰的信息：國際社

會不會容忍朝鮮研發核武。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09 年 4 月 2 日） 

資料 3 

制裁朝鮮 不容核武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針對朝鮮第6

次核試和研製導彈而達成的最

新制裁方案進行表決，決議最終

獲 15 個成員國一致通過。自

2006 年起，除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和導彈相關物資，遊艇、跑

車、珠寶、名貴房車等奢侈品已

在禁運之列。新方案將擴大禁運

清單，除禁止朝鮮出口煤炭和紡

織品（該國主要出口產品）外，

亦限制朝鮮進口石油產品的種

類和數量。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稱，此舉是要

向朝鮮表達清晰的信息：國際社

會不會容忍朝鮮研發核武。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09 年 4 月 2 日、

2017 年 9 月 13 日） 

資料 4 

歐美向華紡織品實施進口配額 

 

歐洲及美國於 2005 年取消紡織

品進口配額後，中國出口至美國

及歐洲的紡織品，於短短 4 個月

間分別大幅上升 120%及 82%，

引發當地業界極大回響，紛紛要

求美國及歐盟重新對華實施配

額。 

 

其後，美國重設配額制度，至今

仍生效。歐盟即時與中國達成延

長配額協議，至 2008 年終止，

協議令當時大批已經運抵當地

資料 4 

歐盟向鋼鐵產品實施進口配額 

 

2018 年 3 月，時任美國總統特

朗普宣布對進口鋼鐵加徵 25%

關稅，歐盟擔憂美方措施會令中

國、印度、韓國和俄羅斯等地的

鋼鐵企業將出口目標轉移至歐

洲市場。就此，歐盟在 2018 年

7月宣布對鋼鐵產品實施進口配

額，避免進口量激增，以保護歐

洲鋼鐵企業和當地工人。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18 年 7 月 18

日、2019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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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滯留在碼頭，情況混亂。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09 年 4 月 2 日） 

23 2 重點知識 B 

通常受出口配額管制的項目是

本地重要的資源或技術，例如中

國近年便對稀土實施出口配

額，以免過度開採。 

B 

通常受出口配額管制的項目是

本地重要的資源或技術，例如俄

羅斯近年便對小麥等穀物實施

出口配額，以避免糧食短缺和價

格急升。 

24 2 資訊室 (2) 

例如，香港有立法會議員促請香

港特區政府採取強而有力的措

施制裁菲律賓，迫使菲方回應馬

尼拉人質事件死傷者家屬的訴

求。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1 月 18

日） 

(2) 

例如，歐盟自 2014 年 7 月起對

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以迫使俄

方全面執行《明斯克協議》（各

方就烏克蘭東部衝突達成的停

火協議）。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20 年 6 月 30

日） 

31 3 探究活動 2 資料 1 

世貿現時有 160 個成員國，她們

的貿易額共佔 95%以上的世界

貿易總額。 

資料 1 

截至 2020 年，世貿有 164 個成

員國，她們的貿易額共佔 95%以

上的世界貿易總額。 

32 3 資訊室 例如中國商務部在 2009 年 9 月

宣佈，對產自美國的進口白羽肉

雞產品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

2010 年 9 月，商務部的調查認

定有關產品存在傾銷，令中國產

業受到實質損害，遂決定自翌日

起對有關產品徵收 50.3%至

105.4%的反傾銷稅，為期 5 年。

2011 年 9 月，美國將中國這項

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訴諸世貿

的爭端解決機制。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6 月、8

月） 

例如，美國商務部在 2020 年 5

月宣布，對產自韓國的進口汽車

輪胎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2021

年 1 月，商務部的調查認定有關

產品存在傾銷，令美國產業受到

實質傷害，因此決定對有關產品

徵收 14.24%至 38.07%的反傾銷

稅，為期 5 年。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20 年 6 月 24

日、2021 年 1 月 1 日） 

 

圖片 

2012 年，中國的光伏太陽能產業遭到

美國和歐洲的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

查。 

圖片 

2012 年，中國的光伏太陽能產業遭到

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

查。 

32 3 探究活動 2 資料 3 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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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低，

令其出口價格常常被認為是「傾

銷價」，因此多次與美國、歐盟

等陷入貿易拉鋸戰。2009 年，

歐盟對中國進口的金屬扣件徵

收最多 87% 的反傾銷稅，中國

遂向世貿申訴。世貿專家報告指

歐盟不公平地按照印度及歐盟

的扣件生產成本，來判斷中國的

生產成本，認同中國生產商即使

沒有政府協助都可以生產更便

宜的扣件，因此裁定歐盟的稅項

損害中國應有權利，更與世貿規

則不符。這次判決被視為中國在

貿易糾紛上反擊歐盟的重要勝

利。 

 

此外，現時中美雙方在多種產品

上出現貿易糾紛，包括潔淨能源

技術、汽車、稀土、資訊科技產

品等。中國月前表示，美國濫用

國家安全為理由，刻意打壓中國

的資訊科技產品，限制政府部門

採購，有違世貿的精神和規則，

中國有理由要求其盡快修正，並

積極準備就此向世貿投訴。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07 年、2013 年） 

然而，由於中國的生產成本低，

令其出口價格常常被認為是「傾

銷價」，因此多次與美國、歐盟

等陷入貿易拉鋸戰。自 2018 年

3 月，美國政府先後對價值超過

3,6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徵收額

外關稅。兩國政府隨後展開多輪

談判，但美方仍未全面撤銷新徵

稅項。 

 

2018 年 9 月，中國向世貿追加

起訴美國的徵稅措施。2020 年 9

月，世貿裁定美國政府違規，專

家小組認為美方未能提出充分

理由來支持其加徵關稅的決

定，做法不符合世貿規則。 

 

此外，現時中美雙方在多種產品

上出現貿易糾紛，包括潔淨能源

技術、汽車、稀土、資訊科技產

品等。中國早前表示，美國濫用

國家安全為理由，刻意打壓中國

的資訊科技產品，限制政府部門

採購，有違世貿的精神和規則，

中國有理由要求其儘快修正，並

積極準備就此向世貿投訴。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07 年、2013 年、

2020 年） 

圖 3.2 

2012 年，美國、日本、歐洲分別提出

對中國稀土出口限制的訴訟。翌年，

世貿裁定中國一審敗訴。 

圖 3.2 

2012 年，美國、日本、歐盟分別提出

對中國稀土出口限制的訴訟。翌年，

世貿裁定中國一審敗訴。2014 年，中

國的上訴遭到世貿上訴機構駁回。中

方隨後遵從世貿裁決而調整政策，在

2015 年 1 月廢除稀土出口配額限制，

並在同年 5 月停止徵收出口關稅。 

35 3 資訊室 中美貿易糾紛 

 

近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成為

「世界工廠」，在鋼鐵、紡織業

中美貿易糾紛 

 

近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成為

「世界工廠」，在鋼鐵、紡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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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出口貿易與美國形成競爭，嚴

重威脅美國的對外貿易，導致中 

美近年貿易糾紛不斷。 

 

2011 年，包括美國在內的數個

國家及歐盟投訴中國對礦物實

施出口配額和關稅，對外國製造

商造成不公，違反中國加入世貿

的承諾。訴訟涉及中國限制的工

業原材料，包括鎂、錳礦、焦炭、

金屬硅、碳化矽、黃磷和鋅等。 

 

2012 年 1 月，世貿的裁決指出，

中國限制多項工業原材料出口

是違反國際貿易規則。其後中國

提出上訴，但遭世貿駁回。美國

貿易代表柯克聲言，是次裁決是

美國的「巨大勝利」。 

 

2012 年 2 月 28 日，美國總統奧

巴馬簽署行政命令，正式成立負

責調查別國不公平貿易的貿易

執法中心，藉此確保包括中國在

內的國家遵守國際貿易規則，並

提出準備在中國增加人手，「核

查」中美貿易。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2 年 3 月 5 日） 

等出口貿易與美國形成競爭，嚴

重威脅美國的對外貿易，導致中 

美近年貿易糾紛不斷。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於 2017 年

上任後，提出「美國優先」政策，

強調美國自身利益，致力尋求縮

減中美貿易逆差。2017 年 8 月，

特朗普指控中國保護知識產權

不力，導致美國企業利益受損，

並搶走了美國勞工的就業機

會，因而要求啟動 301 條款（美

國的貿易法）調查。自 2018 年

起，美方先後對總值高達 3,600

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中國財政部則指美國加徵關稅

的措施，嚴重威脅中國的發展利

益，因而決定對總值約 1,110 億

美元的美國原產大豆、汽車、化

工品等商品加徵關稅。 

 

兩國政府隨後展開多輪談判，並

於 2020 年 1 月簽署第一階段協

議，中國承諾在 2021 年年底前

增購買 2,000 億美元的美國商

品；美國同意對 1,200 億美元中

國商品降低一半關稅至 7.5%，

但對另一批價值 2,500億美元的

商品則繼續維持加徵 25%關

稅，至達成第二階段協議。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20 年 1 月 15

日） 

圖 3.3 

美國眾議院在 2010 年通過《匯率改革

促進公平貿易法案》，向人民幣升值施

壓。 

圖 3.3 

中美代表在2019年10月進行第十三輪

貿易談判。 

 

35 3 重點知識 A 

世貿現時有 160 個成員國，她們

的貿易額共佔 95%以上的世界

A 

截至 2020 年，世貿有 164 個成

員國，她們的貿易額共佔 95%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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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總額。 上的世界貿易總額。 

39 4 探究活動 1 1. 根據資料 1，描述 2002 至

2012 年間，香港產品進口總值

及出口總值的趨勢。 

1. 根據資料 1，描述 2002 至

2019 年間，香港產品進口總值

及整體出口總值的趨勢。 

40 4 探究活動 1 4. 參考資料 2，分別指出香港進

口、出口及轉口產品排名首 3 位

的主要供應地或目的地。 

4. 參考資料 2，分別指出香港進

口及出口產品排名首 3 位的主

要供應地或目的地。 

42 4 探究活動 1 6. 參考資料 3，試描述 2001 至

2011 年間，香港在服務輸入及

輸出總值的整體變化趨勢。 

 

7. 參考資料 4，2011 年香港在

服務貿易上的三大合作夥伴是

哪些國家或地區？ 

6. 參考資料 3，試描述 2001 至

2018 年間，香港在服務輸入及

輸出總值的整體變化趨勢。 

 

7. 參考資料 4，2018 年香港在

服務貿易上的四大合作夥伴是

哪些國家或地區？ 

43 4 探究活動 2 資料 2 

物流業界：供地不足扼殺行業 

 

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的吞吐量曾

經多年佔據世界首位，但 2005

年起，先後被新加坡和上海取

代。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 

明在 2012 年的香港物流論壇上

警告，雖然香港在地理、制度、

交通等方面，擁有作為區域物流

服務中心的優勢，但香港特區政

府一直沒有明確推出積極的產

業政策配合，長此下去，相信深

圳的貨櫃吞吐量也會超越香港。 

 

物流業界一直認為，香港的物流

服務、制度等達到世界一流水

平，但用地缺乏卻是最大的發展

障礙，指政府在土地的支持上嚴

重不足。翻查資料，過去 10 年，

香港特區政府只推出 2 幅專供

物流服務的土地，根本不足以滿

足業界需求，更因此造成租金高

昂，加劇行業的經營難度。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 月 28

日） 

資料 2 

物流業界：供地不足扼殺行業 

 

香港葵涌貨櫃碼頭的吞吐量曾

經多年佔據世界首位，但2005

年起，先後被新加坡和上海取

代，至2019年再被多地港口爬

頭，跌至第八。立法會航運交通

界議員易志明在2012年的香港

物流論壇上警告，雖然香港在地

理、制度、交通等方面，擁有作

為區域物流服務中心的優勢，但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沒有明確推

出積極的產業政策配合，長此下

去，相信深圳的貨櫃吞吐量也會

超越香港（該估計已在2013年成

為事實）。 

 

物流業界一直認為，香港的物流

服務、制度等達到世界一流水

平，但用地缺乏卻是最大的發展

障礙，指政府在土地的支持上嚴

重不足。翻查資料，2010 至 2018

年間，香港特區政府只推出 4 幅

專供物流服務的土地，雖然政府

承諾將於洪水橋及元朗等尋找

合適的物流業用地，但一直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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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加上現時的用地根本不足

以滿足業界需求，因此造成租金

高昂，加劇行業的經營難度。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 月 28

日、2019 年 2 月 24 日） 

44 4 探究活動 2 資料 3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見

香港漁農界訪京團時，主動談及

香港在「亞洲四小龍」（香港、

新加坡、韓國及台灣）當中的差 

距愈來愈大。 

資料 3 

2013 年，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會見香港漁農界訪京

團時，主動談及香港在「亞洲四

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及

台灣）當中的差距愈來愈大。 

資料 4 

法國總統大選競選期間，爭取連

任的薩爾科齊大打民粹牌來爭

取右翼選民支持。 

資料 4 

2012 年法國總統大選競選期

間，當時爭取連任的薩爾科齊大

打民粹牌來爭取右翼選民支持。 

資料 5 

政府：與東盟商自由貿易協定 

 

特首梁振英訪京，先與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見面，再拜訪商

務部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簡稱「發改委」）。梁振英 

表示，香港將參與「十三五規劃」

的前期工作，令「十三五」能夠

更切合香港發展，並將在廣東推

行的「先行先試」政策擴展至泛

珠三角區域的 9 個省區。 

 

香港特區政府同時宣佈，將與東

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

尋求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4 月 27

日） 

資料 5 

政府：積極融入大灣區發展 

 

特首林鄭月娥訪京，與國務院副

總理韓正見面。副總理承諾中央

政府將全力支持香港融入國家

及大灣區的發展，並期望香港能

夠在「十四五規劃」中發揮優

勢。「十四五」支持香港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打造「一帶一

路」功能平台和高質量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特首回應指，粵港澳

大灣區擁有巨大潛力，能為香港

帶來發展機遇，港府將在金融、

貿易、航空方面貢獻大灣區發

展，並與大灣區城市的優勢互

補，達至互利共贏。 

 

香港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亦

已於 2019 年正式生效。《自貿協

定》生效後，香港能夠在成員國

獲得具法律保障的市場准入條

件，從而得享更佳的貿易機會。 

 

綜合各地傳媒報道（2020 年 11 月 18



 
8 

日） 

46 4 重點知識 A 

一直以來，香港進口及轉口產品

的需求持續上升。截至 2012 年

底，香港的進口產品貿易貨值接

近 40,000 億港元，而轉口產品

貿易貨值超過 30,000 億港元。

相反，近年香港本地出口產品的

需求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近年，香港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是

中國內地。根據 2013 年的貿易

數據顯示，香港的進口產品大部

分來自中國內地、日本及新加

坡；在轉口貿易方面，產品的主

要來源地是中國內地、日本及台

灣，目的地則以中國內地、美國

及日本為主；至於本地出口產品

的目的地，主要是中國內地和美 

國。 

A 

一直以來，香港進口及轉口產品

的需求持續上升。截至 2019 年

底，香港的進口產品貿易超過

44,000 億港元，而整體出口產品

貿易貨值超過 39,000 億港元，

當中大部分是轉口產品。 

 

近年，香港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是

內地。根據 2020 年的貿易數據

顯示，香港的進口產品大部分來

自內地、台灣地區及新加坡；在

轉口貿易方面，產品的主要來源

地是內地、台灣地區及韓國，目

的地則以中國內地、美國及日本

為主；至於本地出口產品的目的

地，主要是中國內地和美國。 

4.2 

對外貿易是香港開埠以來主要

的經濟活動之一，它對香港的重

要性如下： 

4.2 

回歸後，香港受《基本法》保障，

保持自由港的地位以促進對外

貿易。對外貿易是香港開埠以來

主要的經濟活動之一，它對香港

的重要性如下： 

47 4 重點知識 B 

韓國、台灣及新加坡近年積極發

展高科技的出口行業，成為香港

出口產品的主要競爭對手。 

 

此外，中國內地近年的經濟發展

迅速，部分城市的基礎建設日趨

完善，港口業務亦急速發展，因

此中國內地可以直接進口及出

口產品，削弱香港作為轉口港的

角色。 

B 

韓國、新加坡及台灣地區等地近

年積極發展高科技的出口行

業，成為香港出口產品的主要競

爭對手。 

 

此外，內地近年的經濟發展迅

速，部分城市的基礎建設日趨完

善，港口業務亦急速發展，因此

內地可以直接進口及出口產

品，削弱香港作為轉口港的角

色。 

48 4 重點知識 C 

此外，零關税有助降低香港產品

在中國內地的零售價格，提高香

C 

此外，零關税有助降低香港產品

在中國內地的零售價格，提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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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產品的競爭力。 港產品的競爭力。2018 年，《安

排》新增「粵港澳大灣區貿易便

利化措施」專章，訂定有助加快

貨物通關的措施，藉此促進粵港

澳大灣區的貨物流動，同時深化

兩地貨物貿易自由化和便利

化，協助香港品牌在內地穩定發

展。 

49 4 重點知識 D 

香港多年來主要的貿易夥伴是

中國內地、美國、日本等國家，

為進一步加強競爭力，香港應該

積極開拓其他新興海外市場，例

如東南亞或中東國家，擴闊對外

貿易的範圍。 

D 

香港多年來主要的貿易夥伴是

中國內地、美國、日本等國家，

為進一步加強競爭力，香港應該

積極開拓其他新興海外市場，例

如東南亞或中東國家，擴闊對外

貿易的範圍。為使本港的貨物及

服務能以更佳的條件進入國際

市場，香港近年積極擴展自貿協

定網絡。至今已分別與新西蘭、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國家、智利、

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格魯

吉亞以及澳洲簽訂了自貿協

定，並在 2017 年完成與馬爾代

夫的自貿協定談判。 

49 4 課題總結 1. 香港對外貿易的現況： 

•香港進口及轉口產品的需求持

續上升； 

•香港出口產品的需求近年有年

下降的趨勢； 

•香港現時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是

中國內地。 

1. 香港對外貿易的現況： 

•香港進口及整體出口產品的需

求持續上升； 

•香港出口產品的需求近年有年

下降的趨勢； 

•香港現時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是

內地。 

50 4 詞彙庫 「十三五規劃」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

綱要》，是以 5 年為一個時間段

的國家中短期經濟和社會規

劃。「十三五規劃」的起止時間

是由 2016 至 2020 年。 

「十四五規劃」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全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綱要》，是以 5 年為一個時間段

的國家中短期經濟和社會規

劃。「十四五規劃」的起止時間

是由 2021 至 2025 年。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 Mainland and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 Mainl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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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 

 

於 2003 年，香港與中國內地 

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安

排》／CEPA），不但減少了兩地

貿易市場的障礙及限制，例如實

施零關税等，還互相擴大市場開

放措施，令香港的產品及服務更

容易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CEPA） 

 

於 2003 年，香港與中國內地 

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

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安

排》／CEPA），不但減少了兩地

貿易市場的障礙及限制，例如實

施零關税等，還互相擴大市場開

放措施，令香港的產品及服務更

容易進入中國內地市場。2018

年，《安排》新增「粵港澳大灣

區貿易便利化措施」專章，訂定

有助加快貨物通關的措施，藉此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貨物流

動，同時深化兩地貨物貿易自由

化和便利化，協助香港品牌在內

地穩定發展。 

51 -- 延伸思考 連結至明報網站，了解 2005 年

在香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6

次部長級會議的背景。然後再連 

結至其他網站，搜集相關資料，

與同學分組討論，進一步探討有

關世界貿易的利弊。 

 

http://las.mpep.com.hk/19/wto 

 

 

連結至 Youtube 網頁，搜尋並觀

看影片《世貿在香港（南韓篇）

自由的矛盾》，了解 2005 年在香

港舉行的世界貿易組織第 6 次

部長級會議的背景。然後再連結

至其他網站，搜集相關資料，與

同學分組討論，進一步探討有關

世界貿易的利弊。 

 

https://www.youtube.com/ 

 

 

53 -- 單元概念圖 現況： 

•進口及轉口產品：持續上升 

•本地出口產品：近年有下降趨

勢 

•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中國內地 

現況： 

•進口及整體出口產品：持續上

升 

•本地出口產品：近年有下降趨

勢 

•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內地 

http://las.mpep.com.hk/19/wto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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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5（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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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5（重點知識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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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6（重點知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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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8（資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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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9（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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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0（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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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0（資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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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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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資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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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2（資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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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6（重點知識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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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9（重點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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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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