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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 日 

中國不僅早已超越日本成為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購買力平價指

數也急升，預料會在兩三年內超

越美國。 

中國不僅早已超越日本成為全

球第二大經濟體（2010 年），購

買力平價指數也急升，預料會在

兩三年內超越美國。 

新增內容 2020 年 12 月，「嫦娥五號」探

月返回器攜帶1,731克月球土壤

樣本成功着陸內蒙古，標誌着中

國成為全球第三個具備從月球

取回土壤能力的國家。 

6 1 想一想 2013 年 11 月，中國宣佈劃設涵

蓋釣魚島海域的「東海防空識別

區」，日本對此表示抗議，而美

國亦發表批評……你有留意有

關新聞嗎？對此你有何看法？ 

美國近年以「航行自由」為名，

派遣艦機進入南海活動，中方批

評相關行為破壞地區和平安

寧……你有留意有關新聞嗎？

對此你有何看法？ 

2013 年 9 月，菲律賓召回駐華

大使磋商，抗議中國計劃在南海

中沙群島黃岩島興建基建，令中

菲關係再度緊張。面對領土糾

紛，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2020 年，中國和印度軍隊在兩

國邊境附近持續對峙，後來更爆

發造成人員傷亡的激烈衝突，令

中印關係再度緊張。面對領土糾

紛，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8 1 探究活動 1 資料 3 

大力推銷攻敘方案的美國總統

奧巴馬，昨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會晤，習近平強調應該以政

治手段解決敘利亞問題，希望有

關國家三思而後行。 

資料 3 

大力推銷攻敘方案的時任美國

總統奧巴馬，昨日與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會晤，習近平強調應該

以政治手段解決敘利亞問題，希

望有關國家三思而後行。 

9 1 探究活動 1 資料 4 

1946 年成立的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在 2013 年，擁

有 195 個會員國和 9 個準會員，

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對相關事

務擁有廣泛的影響力。 

資料 4 

1946 年成立的聯合國教育、科

學及文化組織，在 2021 年，擁

有 193 個會員國和 11 個準會

員，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對相

關事務擁有廣泛的影響力。 

11 1 探究活動 2 資料 2 

普遍分析認為，中國雖然未必能

資料 2 

普遍分析認為，中國雖然未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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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化解以巴衝突這個「全球最難

解決的外交問題」，但中國觸碰

這問題的力度，已突顯中國外交

力量和國際地位的提升。 

夠化解以巴衝突這個「全球最難

解決的外交問題」，但中國觸碰

這問題的力度，已凸顯中國外交

力量和國際地位的提升。 

12 1 重點知識 A. 

現時環球經濟陰晴不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又稱「環球金

融危機」／「金融海嘯」）及 2010

年歐洲債務危機影響深遠，衝擊

各地金融市場，令環球經濟元氣

大傷。至今，各地的經濟仍未完

全擺脱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

影響。 

 

中國是貿易大國，同時是歐美國

家的主要貿易夥伴。歐美市場萎

縮，大大打擊了中國近年的出口

貿易，以致中國多項經濟指標下

滑。 

 

為了令環球金融市場回復穩

定，以及確保國內和世界的經濟

持續發展，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系，在國際合作上擔當着

重要的角色，例如與各國磋商和

合作，推出各項促進環球經濟的

措施。 

A. 

現時環球經濟陰晴不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又稱「環球金

融危機」／「金融海嘯」）及 2010

年歐洲債務危機影響深遠，衝擊

各地金融市場，令環球經濟元氣

大傷。至今，各地的經濟仍未完

全擺脱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負面

影響。中國是貿易大國，同時是

歐美國家的主要貿易夥伴。歐美

市場萎縮，大大打擊了中國近年

的出口貿易，以致中國多項經濟

指標下滑。 

 

2018 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為減少對華貿易逆差發動貿易

戰，先後對高達 3,600 億美元的

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税，隨後兩

國展開貿易談判，但全球兩大經

濟體之間的角力仍未停息，為全

球經濟帶來挑戰。 

 

2020 年，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各

國經貿往來和對外投資普遍大

減，衝擊環球經濟。 

 

為了令環球金融和經貿市場回

復穩定，以及確保國內和世界的

經濟持續發展，中國作為全球第

二大經濟體系，在國際合作上擔

當着重要的角色，例如與各國磋

商和合作，推出各項促進環球經

濟的措施。 

圖 1.1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與歐

洲理事會主席範龍佩（左）、歐

圖 1.1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與時

任 歐 洲 理 事會 主 席範 龍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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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右）共同

主持第十六次中國歐盟領導人

會議。 

（左）、時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巴

羅佐（右）共同主持第十六次中

國歐盟領導人會議。 

圖 1.2 

2013 年，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華

盛頓白宮會見出席中美戰略與

經濟對話的中國代表。 

圖 1.2 

2013 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

在華盛頓白宮會見出席中美戰

略與經濟對話的中國代表。 

13 1 重點知識 (1) 

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 2013 年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指出，當

前中美兩國已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一榮俱

榮，一損俱損，誰也離不開誰，

因此必須摒棄「你輸我贏」的零

和思維，不以犧牲對方利益為代

價來實現自身利益，應該追求共

同發展，互利雙贏。 

(1) 

時任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在

2013 年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

指出，當前中美兩國已形成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

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誰也

離不開誰，因此必須摒棄「你輸

我贏」的零和思維，不以犧牲對

方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自身利

益，應該追求共同發展，互利雙

贏。 

(2) 

例如中國與日本的釣魚島主權 

糾紛，以及中國與菲律賓和中國

與越南的南海主權糾紛。 

(2) 

例如中國與日本的釣魚島主權

糾紛、中國與菲律賓和中國與越

南的南海主權糾紛，以及中國與

印度的邊境對峙和衝突。 

14 1 重點知識 (3) 

阿蓋達組織領袖拉登於 2011 年

被擊斃，可是恐怖襲擊並未因此

結束，國際安全仍存在許多不明

朗的因素。 

(3) 

阿蓋達組織領袖拉登於2011年

被擊斃，可是恐怖襲擊並未因此

結束，隨後興起的極端組織「伊

斯蘭國」（ISIS）（首領巴格達

迪於2019年伏法）和博科聖地

（Boko Haram）仍然活躍於中東

和非洲，近年更出現很多由獨自

一人或極少數人策劃的「獨狼

式」恐襲，如法國巴黎《查理周

報》恐襲、英國曼徹斯特演唱會

場館爆炸等，國際安全仍存在許

多不明朗的因素。 

15 1 重點知識 圖 1.7 

1974 年 4 月 10 日，已故中國領

導人鄧小平在聯合國會議上發

言，闡明了中國的外交政策，並

莊嚴宣佈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

圖 1.7 

1974 年 4 月 10 日，已故中國領

導人鄧小平在聯合國會議上發

言，闡明了中國的外交政策，並

莊嚴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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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超級大國。 不做超級大國。 

16 1 重點知識 B. 

中國現時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系，並且擁有龐大

的外匯儲備和人力資源。 

B. 

中國於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並且擁有

龐大的外匯儲備和人力資源。 

17 1 資訊室 1993 年至今：大國崛起 

 近年參與的國際事務愈來

愈多元化，包括核擴散危

機、全球安全、生態危機等

問題。 

1993 年至今：大國崛起 

 2013 年，中國代表首次獲

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

主席； 

 2013 年，習近平提出與其

他國家共建「絲綢之路經濟

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的「一帶一路」，推

動亞歐非經濟合作及發展； 

 近年參與的國際事務愈來

愈多元化，包括經貿合作、

核擴散危機、全球安全、生

態危機、節能減排、公共衞

生等問題。 

19 1 詞彙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正式名稱為「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是聯會國的一個

專門機構，成立於 1946 年，總

部設在法國巴黎，在 2013 年，

有 195 個會員國及 9 個準會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正式名稱為「聯合國教育、科學

及文化組織」，是聯會國的一個

專門機構，成立於 1946 年，總

部設在法國巴黎，在 2021 年，

有193個會員國及11個準會員。 

21 1 詞彙庫 恐怖主義 

是指蓄意造成平民或非軍事人

員死亡或嚴重受傷，恐嚇全體人

民或逼迫某個國家的政府或國

際組織，藉此達到某些目的。 

恐怖主義 

是指蓄意造成平民或非軍事人

員死亡或嚴重受傷，恐嚇全體人

民或逼迫某個國家的政府或國

際組織，藉此達到某些目的。 

 

雖然，阿蓋達組織領袖拉登於

2011 年被擊斃，可是恐怖主義

仍是全球性威脅。隨後興起的極

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及博

科聖地（Boko Haram）仍活躍於

中東和非洲，近年更出現很多由

獨自一人或極少數人策劃的「獨

狼式」恐襲，如法國巴黎《查理

周報》恐襲、英國曼徹斯特演唱

會場館爆炸等，國際安全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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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不明朗的因素。 

22 2 探究活動 1 刪除內容 刪除整個探究活動（第 1 部分） 

 

23 2 探究活動 1 第 2 部分 第 2 部分 

 

24 2 探究活動 1 新增內容 資料 3 

美 國 皮 尤 研 究 中 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公布一項國際

調查結果，顯示特別是在新興市

場國家，公眾普遍對中國的經濟

地位持積極看法。當地受訪者普

遍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對他們

的國家是一件好事，並且相信中

國對他們的國家產生了巨大的

積極影響，認為中國強勁的經濟

是互利的，以及中國的投資是積

極的。 

 

新興市場國家最看好中國的經

濟實力，但其亞太鄰國對中國的

態度則較顯消極。調查指出，澳

洲、印度、韓國和日本等國對中

國的正面評價有所下降，原因是

他們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力和日

益增強的軍事實力感到憂慮，當

地受訪者較多對接受中國投資

持懷疑態度，並認為美國是更可

靠的盟友。 

 

加拿大和美國對中國的負面看

法大幅上升，兩國近期都陷入了

與北京的外交爭端，分別是中國

電訊設備業巨頭華為公司副董

事長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

件，以及中美貿易戰等。 

 

總體而言，人們對中國的看法褒

貶不一，持正面或負面看法的受

訪者各佔約四成。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9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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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資料 1，除中國以外，哪

3 個國家對中國最有好感？  

□ A. 巴西、印尼、俄羅斯 

□ B. 巴西、肯尼亞、馬來西亞 

□ C. 印尼、肯尼亞、馬來西亞 

□ D. 肯尼亞、俄羅斯、馬來西

亞 

1. 根據資料 2，除中國以外，哪

3 個國家的受訪者對中國持「好

感」的百分比是最高的？ 

□ A. 巴西、印尼、俄羅斯 

□ B. 肯尼亞、墨西哥、尼日利

亞 

□ C. 美國、南非、澳洲 

□ D. 肯尼亞、俄羅斯、尼日利

亞 

3. 承接上題，這些國家是已發

展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2. 承接上題，這些國家是已發

展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4. 根據資料 1，哪 3 個國家對中

國最反感？ 

□ A. 美國、日本、德國 

□ B. 美國、日本、意大利 

□ C. 美國、德國、意大利 

□ D. 日本、德國、意大利 

3. 根據資料 2，哪 3 個國家的受

訪者對中國持「反感」的百分比

是最高的？  

□ A. 美國、日本、德國 

□ B. 英國、韓國、意大利 

□ C. 日本、韓國、加拿大 

□ D. 澳洲、印度、菲律賓 

5. 承接上題，這些國家是已發

展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4. 承接上題，這些國家是已發

展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 

25 2 探究活動 1 6. 根據資料 2，試描述受訪者對

中國經濟力量評價的變化。 

受訪者對中國經濟力量的評

價，由 2008 年的       （上升

∕下降）至 2013 年的       。 

5. 根據資料 1，試描述受訪者對

中國經濟力量評價的變化。 

受訪者對中國經濟力量的評

價，由 2008 年的       （上升

∕下降）至 2019 年的       。 

7. 根據以上資料，以下哪項是

正確的描述？（可選多於一項） 

□ A. 受訪者認為美國的經濟

力量領先中國。 

□ B. 受訪者認為中國的經濟

力量正在上升。 

□  C. 亞洲國家的受訪者對中

國較有好感。 

□ D. 歐洲國家的受訪者對中

國較為反感。 

6. 根據以上資料，以下哪項是

正確的描述？（可選多於一項） 

□ A. 受訪者認為美國的經濟

力量領先中國。 

□ B. 受訪者認為中國的經濟

力量正在上升。 

□  C. 加拿大的大部分受訪者

對中國較有好感。 

□ D. 整體而言，受訪者對中國

持「好感」和「反感」的比例相

若。 

8. 為甚麼題 4 所選的國家對中

國反感？試與同學分組討論。

【分析】 

7. 根據資料 3，以下哪項是正確

的描述？（可選多於一項）【資

料理解】【分析】 

□ A. 較多外國受訪者對中國

持負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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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加拿大和美國的受訪者

較多對中國的觀感受到外交事

件影響。 

□  C. 部分亞太鄰國的受訪者

較多憂慮美國的軍事實力。 

□ D. 新興市場國家的受訪者

較多認為中國的經濟起飛是互

利的。 

9. 你認為哪些因素會影響其他

國家對中國的觀感？試搜集相

關資料，並與同學分組討論。 

8. 你認為哪些因素會影響其他

國家對中國的觀感？參考資料

3，並從互聯網搜集相關資料，

然後與同學分組討論。 

27 2 重點知識 不過，也有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

走向世界持負面看法，例如被認

為與美國關係較密切的菲律

賓。中菲兩國近年就南海主權問

題不斷出現爭拗，導致兩國關係

不時出現緊張的局面。 

不過，也有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

走向世界持負面看法，例如與中

國相鄰、同樣是人口大國、經濟

亦正處於高速發展階段的印

度。中印兩國近年就邊界和經貿

問題曾出現爭拗，一度引起兩國

關係緊張。 

29 3 探究活動 1 資料 1 

中國以及一眾新興國家，成為今

次會議的贏家。 

資料 1 

中國以及一眾新興市場國家*，

成為今次會議的贏家。 

資料 1 

隨着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得到

顯著提升，巴西總統還豪言八大

工業國集團（簡稱「G8」）已不

再管用，G20 才是國際金融秩序

的未來。 

資料 1 

隨着新興市場國家的地位得到

顯著提升，巴西總統還豪言八大

工業國集團**（簡稱「G8」）已

不再管用，G20 才是國際金融秩

序的未來。 

資料 1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08 年 11 月 17

日） 

資料 1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08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 1 月 15 日） 

新增內容 資料 1 

* 是指正經歷經濟轉型和高速

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例子包括金

磚國家、越南、墨西哥等。 

新增內容 資料 1 

** 是傳統具影響力之國家所組

成的國際組織，經常主導國際議

題的討論，成員包括美國、英

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

加拿大、俄羅斯。2014 年，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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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被凍結會籍

至今，因此 G8 變成 G7。 

30 3 探究活動 1 資料 3 

截至 2013 年，全球共有 430 所

孔子學院和 646 個孔子課堂，分

佈在 117 個國家或地區。 

資料 3 

截至 2020 年，全球共有 541 所

孔子學院和 1,170 個孔子課堂，

分佈在 162 個國家或地區。 

資料 3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2 月 25

日） 

資料 3 

綜合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2 月 25

日、2021 年 1 月 15 日） 

32 3 探究活動 2 資料 3 

據日本傳媒報道，世界貿易組織

（簡稱「世貿」）已經初步就美

國、日本及歐洲對中國限制稀土

出口的訴訟作出裁決，裁定中國

的做法違反加入世貿的承諾。 

 

世貿基本認同美日歐的主張，並

已向相關國家發出初步裁定通

知，裁定稀土是高端產業發展不

可缺少的材料，中國違反了

2001 年加入世貿時撤銷關稅的

承諾。世貿專家組的正式裁決報

告將在 11 月中旬發佈，相關國

家若不服，可向世貿高級委員會

提出上訴。 

 

據內地傳媒引述對外經貿大學

中國世貿組織研究院副院長屠

新泉的言論指，中國在稀土案中

敗訴是預料中事，雖然距離最終

裁決還有一段時間，但幾無勝訴

希望，未來中國須停止徵收稀土

出口稅。 

 

綜合內地及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0

月 26 日） 

資料 3 

2013 年，世界貿易組織（簡稱

「世貿」）已經初步就美國、日

本及歐洲對中國限制稀土出口

的訴訟作出初步裁決，裁定中國

的做法違反加入世貿的承諾。世

貿基本認同美日歐的主張，並已

向相關國家發出初步裁定通

知，裁定稀土是高端產業發展不

可缺少的材料，中國違反了相關

世貿規則，以及 2001 年加入世

貿時撤銷關税的承諾。世貿專家

組的正式裁決報告將在 11 月中

旬發佈，相關國家若不服，可向

世貿高級委員會提出上訴。2014

年，中方的上訴遭到世貿上訴機

構駁回。 

 

據內地傳媒引述對外經貿大學

中國世貿組織研究院副院長屠

新泉的言論指，中國在稀土案中

敗訴是預料中事，雖然距離最終

裁決還有一段時間，但幾無勝訴

希望，未來中國須停止徵收稀土

出口税。最終，中國政府遵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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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停止徵收出口關税。 

 

綜合內地及本地傳媒報道（2013 年 10

月 26 日、2015 年 1 月 6 日、2015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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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 重點知識 C. 

通過加入國際組織和參與國際

會議，中國可以與各國就各種全

球問題，如環球金融危機、氣候

變化、能源危機和核擴散危機

等，共同尋求解決或紓緩危機的

方法，藉此保障中國自身的利

益，同時促進國際合作。 

C. 

通過加入國際組織和參與國際

會議，中國可以與各國就各種全

球問題，如環球金融危機、貿易

摩擦、氣候變化、能源危機、核

擴散危機和公共衞生威脅等，共

同尋求解決或紓緩危機的方

法，藉此保障中國自身的利益，

同時促進國際合作。 

34 3 資訊室 新增內容 (3) 世界銀行 

 2008 年：中國代表首次出

任副行長。 

35 3 重點知識 E. 

近年中國積極爭取舉辦大型國

際活動和會議，例如 2008 年北

京奧運會、2010 年上海世界博

覽會、2013 年東亞運動會等，

藉此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

識，並提升中國的形象。透過全

球衞星直播，北京奧運會讓全球

觀眾認識到中國繁盛的一面。 

E. 

近年中國積極爭取舉辦大型國

際活動和會議，例如 2008 年北

京奧運會、2010 年上海世界博

覽會、2013 年東亞運動會等，

藉此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

識，並提升中國的形象。透過全

球衞星直播，北京奧運會讓全球

觀眾認識到中國繁盛的一面。 

 

同時，中國亦積極開展「主場外

交」，接連主辦多場重要國際峰

會，例如 2014 年北京亞太經合

組織（APEC）峰會、2016 年杭

州 G20 峰會、2017 年北京「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2018 年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等，藉着東道主角色發揮設定議

題、制訂規則和展現國力等外交

優勢。 

36 3 考考你 軍事： 

中國國力日強，軍事擴張對地區

以至世界安全構成威脅。（圖為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

號，是中國向烏克蘭購買前蘇聯

的「瓦良格」號，再自行改造而

成） 

軍事： 

中國國力日強，軍事擴張對地區

以至世界安全構成威脅。（圖為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

號，是中國向烏克蘭購買前蘇聯

的「瓦良格」號，再自行改造而

成，已於 2012 年服役；第一艘

自行研發的國產航母「山東號」

亦於 2019 年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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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 重點知識 (2) 

例如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

機，中國的金融和貿易大受打

撃，雖然中國的經濟仍然能夠保

持增長，但增長率放緩。全球金

融危機的影響深遠，至今中國內

地的經濟仍然存在相當大的變

數。 

(2) 

例如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

機，中國的金融和貿易大受打

撃，雖然中國的經濟仍然能夠保

持增長，但增長率放緩。全球金

融危機的影響深遠，至今中國內

地的經濟仍然存在相當大的變

數。另外，近年環球經濟受到中

美貿易戰和 2019 冠狀病毒病疫

情影響，中國的金融和貿易自然

難以獨善其身。 

39 3 課題總結 1.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增加國

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並提

升中國的形象； 

1.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和會

議，增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

認識，並提升中國的形象； 

 開展「主場外交」，藉着東

道主角色發揮設定議題、制

訂規則和展現國力等外交

優勢； 

2. 

 中國的經濟與世界接軌，若

外圍經濟出現變化，中國也

必然受到影響。例如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雖然中

國的經濟仍然能夠保持增

長，但增長率放緩； 

2. 

 中國的經濟與世界接軌，若

外圍經濟出現變化，中國也

必然受到影響。例如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雖然中

國的經濟仍然能夠保持增

長，但增長率放緩。另外，

近年的中美貿易戰和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環球

經濟，中國的金融和貿易亦

難以獨善其身； 

40 3 詞彙庫 世界工廠 

然而，隨着近年中國的工資增長

等因素，增加了生產成本，部分

企業開始將生產線轉移至成本

更低的地區，如越南、印尼、馬

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 

世界工廠 

然而，隨着近年中國的工資增長

等因素，增加了生產成本，部分

企業開始將生產線轉移至成本

更低的地區，如越南、印尼、泰

國、菲律賓、柬埔寨、馬來西亞

等東南亞國家，以及印度、孟加

拉、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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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3（資料 1）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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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4（資料 2） 

舊：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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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6（圖 2.1） 

舊： 

 

圖 2.1 2013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歡迎法國總統弗

朗索瓦•奧朗德訪華，雙方同意加強經貿合作。 

新： 

 
圖 2.1 2014 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前往巴西出席第六屆

金磚國家峰會途中，先在希臘稍作停留。圖為希臘總理

專程從首都雅典來到機場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