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強比拚外交知識六強比拚外交知識六強比拚外交知識學國情學國情學國情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首奪金 宋哲勉貢獻祖國肩負民族復興重任 林鄭月娥楊建平等主禮

■澳大利亞（皇仁書院）向韓國（喇沙書院）提問
問：韓國追求自由貿易，卻設有高關稅，如何解釋這措

施？
答：關稅只是暫時的措施，長遠而言，有信心可逐步調

低現時的關稅，實現亞太區自由貿易。
■美國（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向日本（浸信會呂明才
中學）提問

問：貴國是TTP成員國之一，但推行的農業保護政策，
卻違反了TTP的自由貿易協定，貴國將如何消除農
業的貿易距離？

答：我國推行的農產品進口關稅不能一刀切取消，只能
逐步降低，否則將影響全國農業的生計。

■評審莫樹聯向日本（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提問*
問：日本所提出的自貿協定，長遠而言，哪一項對促進

亞太地區多邊貿易安排最為有效？
答：我國認為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最為有效，因

有較多國家參與其中，且FTAAP有較高水平的自由
貿易，對於促進亞太地區多邊貿易的成效較大。

■評審郭憲綱向美國（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提問
問：美國的汽車製造業逐漸衰退，如何在推動TTP的同

時，減少對國內製造業的衝擊？
答：本國會積極與其他成員國商討一個合適的方案，堅

持推動市場開放，帶動本國製造業的發展。
*評審現場以英文提問，學生亦以英文作答，上文為有關
內容的意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整理

各方互相提問（部分）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首奪金獎。 莫雪芝 攝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今年成績向前躍進3位，獲頒銀獎。
莫雪芝 攝

■獲頒銀獎的聖言中學，指情景模擬環節中較為緊張，影
響表現。 莫雪芝 攝

■皇仁書院獲頒銅獎，首次派出3名初中生「出戰」。 莫雪芝 攝

■獲頒銅獎的喇沙書院，今年終於打入六強。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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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良局董玉娣中學、皇仁書院、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喇沙
書院和聖言中學6支隊伍，自4月起先後經歷初賽及準決賽，並以出色表現入圍

日前的總決賽。當日賽事分為兩個環節，首先是「搶答題」，各支隊伍要搶答25條
題目，以爭取最高的分數。各校代表均反應敏捷，令比賽節奏急促，場面非常激烈。
其次為「情景模擬題」，要求6支參賽隊伍分別扮演中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
韓國、東盟，以「各方在國際研討會上，討論未來亞太地區多邊貿易安排」為主題，
闡述各自的立場與解決方法，學生除了要變身「外交發言人」外，還要輪流接受其他
參賽者和評審即場質詢。

情景模擬環節 各校落力闡述
經過一番激烈的搶答，保良局董玉娣中學在首環節以135分領先。情景模擬環節
中，各校代表均落力闡述其立場，並積極就其他隊伍的立場作出即時的提問，代表東
盟的保良局董玉娣中學，由於立場清晰，解答有條理具說服力而脫穎而出，以總分第
一名成為金獎得主。另賽事銀獎得主則為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和聖言中學；而皇仁書
院、喇沙書院和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則共同取得銅獎。

道路適合國情 國力快速增強
宋哲於頒獎禮致辭時，大讚今年參賽學生合作有默契，論辯機智，充分展現出扎實
的外交知識功底和良好的團結拚搏精神。他表示，外交知識競賽已經成功舉辦8年，
成為香港青少年感知外交、了解世界的重要平台。宋哲指，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
地位和影響，歸根到底是由其綜合國力所決定。他又提到，中國近代史是一段積貧積
弱、艱辛屈辱的歷史，但在短短幾十年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外匯
儲備國、第一大貿易國，國家綜合實力快速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大幅提升，主要
是因為找到一條適合國情的發展道路。

矚望國家 眺望世界
至於香港的發展，他表示在回歸17年來，香港成功抵禦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疫情
和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經濟穩定發展，民生不斷得到改善，「證明『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在香港得到了貫徹落實。」他稱年輕人是香港未來的參與者和建設者，勉勵大
家要矚望國家，眺望世界，將自己的前途與香港的發展、國家的命運更緊密地聯繫起
來，「為香港贏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未來，也為國家的繁榮富強和民族復興承擔
責任，貢獻力量。」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共同主

辦，由香港文匯報等多個媒體及機構協辦，並獲香港賽馬會和香港迪士尼樂園贊助。
是次總決賽邀得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楊建
平、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外交部港澳台司副司長馬占武、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華春
瑩、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信託人邱達昌等主禮。而駐港公署副特派員佟曉玲、中國國際
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郭憲綱、外交學院教授熊志勇和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莫樹聯則擔任評
審；另駐港公署副特派員姜瑜也特別到場支持是次比賽。當日賽事共吸引了數十所中
小學的師生代表，逾300人到場觀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與角力，外交官於

當中擔當着重要角色，既要深入了解國家歷史、政治和經濟發展，亦要

具備宏觀的國際視野。今年以「感知多邊外交 促進區域合作」為主題

的第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總決賽上周六圓滿結束。6支脫穎而出的

中學隊伍經過激烈競逐，最終由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以260.4分勝出，首

度奪得金獎。而喇沙書院學生張灝洋則憑出色的演講技巧，成為「最佳

發言人」。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大讚6支參賽隊伍的外交知識扎實，

表現出色，並勉勵年輕人要矚望國家，眺望世界，為香港的發展與國家

的繁榮富強和民族復興承擔責任，貢獻一己之力。

每年的外交知識競賽，「情景模擬
題」都是高潮所在，今年該部分分為陳
述、相互提問和評委提問3個環節，題目
是〈各方在國際研討會上，討論未來亞

太地區多邊貿易安排〉。6所決賽學校要
分別扮演不同國家或國際組織的發言
人，因應本國的最新發展，就未來亞太
地區多邊貿易安排提出適合的建議，以
下為當日各隊的立場概要︰

情景模擬情景模擬

演6方發言人 商亞太貿易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

■建議設高水平的自貿協定，包括：廢除貨物貿易關稅、進行勞工權益和環境保護談判、協調
各國的投資法規、循序取締農產品關稅等；

■呼籲各國拋開歷史包袱，實現共同發展的亞太夢，為整合亞太經濟的崇高事業付出更大貢
獻。

皇仁書院

■提倡實現貿易自由化，包括摒棄貿易保護主義、撤銷農產品補貼援助；
■建議亞太各國加快步伐進行軟件和硬件建設，包括提升輔助基建如交通配套、電訊設備等；
■建議以亞太整體為先，朝「茂物目標」進發。（編者註：「茂物目標」即「Bogor
Goals」，1994年在印尼茂物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提出，要求發達成員及發展中成
員，分別在2010年及2020年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聖言中學

■提出「為人點燈，明在我前」，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應以種善果為前提；
■不應採取排他的態度，應以人民的福祉為依歸，提升人民的生活質素。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提出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向成員國給予援助，包括提供借貸、引入技術以提高其
競爭力；

■TPP可為亞太地區國家提供一個契機，打通國際市場，促進各國貿易。

喇沙書院

■深入中日韓的貿易區的構造和規劃，以達到求同存異；
■加強國家與他國的經濟組織的合作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配合世貿的宗旨
■循序漸進朝自由化路徑開放市場
■奉行開放性的地區主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代表日本

代表澳大利亞

代表中國

代表美國

代表韓國

代表東盟

■■第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總決第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總決
賽圓滿結束賽圓滿結束，，各嘉賓與參賽學生大各嘉賓與參賽學生大
合照合照。。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出席總決賽的主禮嘉賓，陣容鼎盛。 莫雪芝 攝

第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總決賽賽果第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總決賽賽果
金獎金獎：：保良局董玉娣中學保良局董玉娣中學（（260260..44分分））
銀獎銀獎：：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252252分分））

聖言中學聖言中學（（233233..66分分））
銅獎銅獎：：皇仁書院皇仁書院（（231231..44分分））

喇沙書院喇沙書院（（229229..88分分））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浸信會呂明才中學（（205205..44分分））

最佳發言人最佳發言人：：張灝洋張灝洋（（喇沙書院喇沙書院））
其他入圍準決賽隊伍其他入圍準決賽隊伍：：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英華書院英華書院
聖公會陳融中學聖公會陳融中學
香島中學香島中學
觀塘瑪利諾書院觀塘瑪利諾書院
廖寶珊紀念書院廖寶珊紀念書院
南屯門官立中學南屯門官立中學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中華基金中學中華基金中學
觀塘官立中學觀塘官立中學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鄭伊莎

小學組網上問答賽果
冠軍：聖公會主愛小學（梨木樹）
亞軍：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季軍：英華小學
最佳表現學校獎：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最佳新秀獎：粉嶺官立小學(上午校)

高小組T-shirt設計比賽
冠軍：王梓欣（聖公會基愛小學）
亞軍：葉珮瑜（民生書院小學 ）
季軍：陳以匡（民生書院小學）
優異獎：周潔怡（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李珊珊（民生書院小學）
林樂（民生書院小學）
蔡晉旭（英華小學）
伍蕙姸（聖公會聖提摩太小學）

最佳表現學校獎：民生書院小學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聖公會基愛小學

中學組T-shirt設計比賽
冠軍：阮玉詩（福建中學(小西灣)）
亞軍：林靖榕（藍田聖保祿中學）
季軍：關詠之（聖母書院）
優異獎：李聆風（中華基督教會基元中學）

趙麗青（風采中學）
梁漪鎣（聖母書院）
曾芷晴（福建中學(小西灣)）
林海晴（藍田聖保祿中學）

最佳表現學校獎：福建中學(小西灣)
最踴躍參與學校獎：屯門天主教中學

註︰優異獎排名不分先後，按學校名稱筆劃序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第八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舉辦機構
主辦機構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教育局
香港明天更好基金

協辦機構
外交學院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人民日報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中央電視台
香港文匯報
明報
聯合出版集團
香港教育城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

特別贊助單位
香港賽馬會

贊助單位
香港迪士尼樂園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董玉娣校：日花6小時備戰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金獎）：連續8年參加香港盃外交知
識競賽的保良局董玉娣中學，首奪冠軍金獎。帶隊老師
陳啟成表示，能夠勇奪金獎感到喜出望外，由於去年學
校未能晉身總決賽，不少學生感到失望，故自去年開始
隊員已積極籌備，比賽前數星期更每日花近五六個小時
備戰，以爭取更佳成績。他分析指，5名隊員中，其中兩
名有3年參賽經驗，成為團隊的「皇牌」。
隊長江展鵬表示，今次獲獎有賴整隊人的努力，充分發

揮團隊精神。為全力準備比賽，他稱自6月完成校內考試後，
各人均「朝九晚七」準備模擬題目，於外交部網頁搜集資
料、討論相關的時事，以及看報紙和歷史書籍。
另一隊長周俊諺補充，他們亦特意在網上搜集有關東

盟秘書長黎良明發表的講話，以了解更多東盟對亞太地
區多邊貿易安排的立場和意見。新學年二人將升讀中
六，今次將是最後一次參與外交知識競賽，對於是次獲
獎，二人均說：「能夠晉身總決賽，機會來得不易；能
夠獲獎，更是無悔無憾！」

安柱：出動道具顯立場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銀獎）：去年獲第五名的中華傳
道會安柱中學，今年成績向前躍進三位。學生在闡述立
場時更出動12支箭作為道具，準備充足。代表該校發言
的劉靖怡對是次獲獎感到興奮，並解釋12支箭代表着跨
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的12個成員國，「若12個
國家同心合力，在促進多邊貿易安排上，會更有成
效。」
帶隊通識科老師葉植永表示，隊員針對去年表現有所

不足的地方，特別作出改善，包括密切留意外交新聞和
各國外交發言人的言論，讓學生對不同的外交議題有更
為清晰的概念。除了5名參賽學生積極投入外，其他問答
隊的隊員也落力搜集背景資料，加以分析，為隊員出戰
作好準備。他讚揚學生在情景模擬環節中，回應其他學
校的質詢時，談吐得體、情理兼備。

聖言：今年失手明年再戰
聖言中學（銀獎）：連續兩屆摘冠的聖言中學，今年成
績稍為退步至第三名。該校校長郭弼在賽後，特別勉勵

學生別氣餒，振作過後，明年再度精益求精。他說：
「多謝同學送一份如此難得的禮物給我，拿到銀獎也是
很難能可貴的，夫復何求！」他又指，該校設有倫理及
公民教育科，令學生認識中國，也培養學生的愛國情
懷，相信對學生參賽有一定的幫助。
隊長易健豪表示，是次失手在於搶答環節中，搶答得

太快而犯規失分，另於情景模擬環節較為緊張，影響表
現。該校校長郭弼今學年將退休，易健豪指遺憾未能為
校長送上金獎獎盃以作留念，「因為我們表現失準，失
去金獎，有點內疚。但校長說日後若我們再參賽仍會到
場支持，我們很感動。」

皇仁：3名「初哥」易怯場
皇仁書院（銅獎）：隊員鄭鍵霖表示，各隊員為了比賽
已準備數個月，不過今年首次派出3名初中學生「出
戰」，由於同學經驗不足，較為怯場，故影響臨場應對
表現，未能奪取更佳成績。但他相信，同學吸取比賽經
驗後，明年會更進一步，全力以赴應戰。

喇沙：屢參賽終入六強
喇沙書院（銅獎）：過去三屆也未能晉身總決賽的喇沙
書院，今年終於殺入最後六強，而代表該校發言的張灝
洋憑着出色的演講技巧，勇奪「最佳發言人」，充分表
現出外交家風範。
張灝洋表示，今次獲獎全靠在過去數個月不少師兄在

課後親自傳授「應戰秘訣」，包括站立應挺胸收腹、談
吐要大方得體，以至手勢的配合等，展示出自信的一
面，「這些演講應有的儀態，我以前從未接觸，要特別
多謝師兄的指導。」至於講稿，他和隊友也用心揣摩韓
國在亞太貿易區的立場，以及鄰國的相關言論，才造就
出一篇面面俱到的講稿。
能夠晉身六強，喇沙書院亦下了不少工夫。張灝洋

指，團隊在最近兩個月，每日花近4小時準備比賽，包括
追貼最新的外交時事議題、準備模擬題目等。他認為今
次比賽擴闊其外交知識，日後也會多加關注外交議題。

呂明才校：師兄帶師弟傳薪火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銅獎）：浸信會呂明才中學已第八
屆參與外交知識賽，連同今年，已連續7年成功打入六
強。帶隊老師文鈺華對於學生的表現感到滿意，為協助
學生發揮得更好，校方特意為學生提供模擬比賽，讓學
生嘗試使用搶答器。她稱，每年校方也會分別派出有數
年比賽經驗和未有參賽經驗的學生，讓「年資較淺」的
參賽學生從學長、學姐身上獲益不少，同時達到薪火相
傳的目的。
隊長梁啟樞今年已是第4年參賽，他稱比賽除了讓他

接觸更多不同層面的外交知識，更重要的是，鍛煉出其
積極主動的性格，「昔日很害羞，較少說話，現在已敢站
在台上發言了」，另他亦可在隊伍中擔當隊長，帶領低年
級學生參賽，獲益良多。今年中六的他，是最後一年參賽，
不過他指明年樂意繼續為學弟、學妹提供「應戰貼士」，
亦會到場打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總決賽後 各有得

■得獎的小學組學生與林鄭月娥合照。 莫雪芝 攝 ■宋哲大讚6支參賽隊伍的外交知識扎實，表現出色。 莫雪芝 攝

■華春瑩與參賽學生合照。 莫雪芝 攝 ■評審即場質詢參賽學生。 莫雪芝 攝

得獎感言得獎感言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首奪金獎保良局董玉娣中學首奪金獎。。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總決賽吸引了數十所中小學的師生代表，逾300人到
場觀賽。 莫雪芝 攝

■宋哲為金獎隊伍保良局董玉娣中學頒發獎盃。莫雪芝 攝

尖銳發問尖銳發問

■嘉賓頒發小學組獎項。 莫雪芝 攝

■華春瑩（左一）、楊潤雄和馬占武頒獎。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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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表現不分高下，評審即場討論賽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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