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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八合薈萃》編輯部

轉瞬間《八合薈萃》已連續多期報導了
有關「一帶一路」的主題，邀請來自大
專院校的同學撰寫文章，這次我們特意
邀請了一批香港教育大學的同學聚首座
談，希望藉此分享大學生對「一帶一
路」的觀點和看法。在座談會開始時，
不少同學表示在投稿前，其實對該議題
並不太了解，因為要撰文的關係，才開
始從不同渠道了解相關資訊，因而有了
認識，知道和香港息息相關。

青年人談談「一帶一路」

了解歷史背景 擴闊國際視野

徐鴻佳同學認為「一帶一路」涵蓋許多不同文化的

國家，希望把不同國家連成一體，模仿歐洲聯盟，藉此

打破國家地域的界限，使得各方彼此包容、和平相處，

減少衝突，用文化超越國家的差異，而香港在「一帶一

路」的角色，能發揮其交通樞紐的地位，就有如東西方

文化交融的熔爐。

許多香港年輕人提及「一帶一路」時，往往覺得

這只是政治議題，香港雖然是國際城市，但教育上側重

西方文化，對發達國家了解較多，對發展中國家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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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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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理念模仿歐洲聯盟。

較少，學生只了解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事，其實香港

年輕人應該要抱有共融與包容的心態，從文化的角度出

發，以寬闊的國際視野來認識「一帶一路」。在教學上

要讓學生具體了解「一帶一路」如何進行，例如從地圖

描繪「一帶一路」的發展藍圖，把歷史和地理的教學雙

結合。對於準教師而言，將來說不定也有機會教導到少

數族裔的學生，所以及早認識「一帶一路」必有幫助。

發揮香港優勢 尋找外地商機

鄭宗蘭同學表示，香港國際化程度很高，例如在蘭桂

坊、重慶大廈能看到各式各樣的外籍人士，但香港社會愈

來愈偏向歐美化，對中東、南亞等非歐語系國家的文化認

識不深，如果港人對這些國家認識不深，則很難與「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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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國家有很密切的經濟合作。香港奉行簡單低稅率、

法治健全，而且有很多專業人才、顧問公司和成熟的行

業，在建築、基建等專業領域上，可以輸出「一帶一路」

國家，幫助當地興建鐵路、公路等大型基建項目，發揮香

港的優勢。

香港的年輕人應該多走出去，看看「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多了解當地的文化、當地人民有甚麼需

求，總能找到商機，看到未來有甚麼機會。例如之

前到俄羅斯交流時，發現當地人很少消閒活動，除了

少量的酒吧，其他商品種類很少，當地亦缺乏文創產

品，香港人可以嘗試到俄羅斯開拓生意，了解當地市

場的需求。其實中國企業正積極對外發展，像阿里巴

巴旗下的aliexpress交易平台，正嘗試將中國的品牌行

銷外國，就連俄羅斯人也有聽聞，所以中國商品的確

能在俄羅斯找到商機。

是雙向交流，中國通過香港與其他國家交流時，輸出經

濟、鐵路、基建等技術，反過來香港也可與這些國家交

流，並從經濟、政治上得到利益，所以是互利互惠。

黃秋兒同學認為，香港自由度高、稅制簡單、教育

制度完善、文化道德標準也較發展中國家高，在推行資

金籌集、組織管理上有一定的優勢，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發展，並不是單方面的援助發展中國家，而是能從

中獲得經濟利益、創造就業機會，所以在香港推廣「一

帶一路」時，應使港人了解此項政策是有利可圖，從而

引起他們的關注。

舉辦文化節慶 融和少數族裔

陳同學提出，在教育上如何能引起學生對「一帶

一路」的興趣？香港學生比較嚮往西方文化，且平日

要面對沉重的學業壓力，只關心升學就業問題，故很

難對「一帶一路」作深入的反思，但學生應該擴大其

世界觀，西方文明固然先進，但當「一帶一路」政策

發展成熟後，機會未必只限於在西方國家，年輕人善

於發現，將來或可在「一帶一路」上找到機遇。年輕

人亦要有接納的心態，懂得包容其他國家的文化，要

看到「一帶一路」國家的好處和潛力，用比較開放的

眼光來看世界。

老師在「一帶一路」的教育上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但不能用填鴨式的方法強行灌輸給學生，這樣會造成反

感。如果想教導學生認識「一帶一路」，不能加重他們

的學業負擔，可以嘗試在既有課程上加入學習元素，或

者從貼近的生活方面著手，例如在學校舉辦文化節活

動，從文化談起，引起學生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 香港的學校有不少少數族裔學生。

▲ 到俄羅斯尋找商機。

陳思君同學認為，「一帶一路」是嶄新的國際政

治形式和經濟合作平台，能讓中國與不同區域國家進行

經貿與文化的交流。其實香港在「一帶一路」上有不可

或缺的作用，香港參與其中亦可得益，現在很多內地企

業想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做生意，但礙於經濟或法

律制度上的差異，可能在當地遇到阻礙，這時香港正好

發揮橋樑作用，協助它們解決紛爭，為內地企業提供服

務平台。「一帶一路」對香港而言不只是單向輸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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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出發 認識海上絲路

蘇同學認為，要認識「一帶一路」可從身邊的歷史出

發，先了解自己周遭的歷史，例如去認識香港歷史與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的關係，其實「一帶一路」並非新事物，有

的興趣，現在香港很多學校都有少數族裔學生，讓他們

訴說自己的歷史文化、生活方式，令香港學生多了解身

邊的同學，既能改變他們對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又可

令學生得到反思，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知識的興趣。

黃同學表示，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內裡有多元族

群，學校可舉辦文化節讓學生認識「一帶一路」，在中

小學階段，學生比較不會抵觸其他文化，是很好的學習

機會，藉著少數族裔同學介紹自己國家文化，可受益良

多，學生亦願意去了解。至於課程方面，不要因為「一

帶一路」而加重學業負擔，現有的通識科目已能涵蓋這

些議題，學生應先打好語文水平基礎，學好中文和英

文，將來到其他國家交流時，都要使用這些工具溝通。

蘇怡雯同學表示，為了不加重學生的課程負擔，學

校可舉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節，給予學生思

考的空間和機會，或者舉辦交流團、歷史散步等活動，

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現在的學生多只利用網絡社交平

台接收資訊，而部份資訊往往流於片面，造成很多學生

對「一帶一路」有抗拒的心態，故要培養他們打開心窗

接納別人的文化，不要只聆聽既定立場的資訊。

▲ 舉辦文化節認識多元文化。

►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過
海上絲綢之路的展覽。

▲ 展覽上展出的古船模型。

其歷史淵源與脈絡，大眾

如從此角度了解會比較熟

識，感覺上亦不會那麼抗

拒。

配合漢語熱潮 弘揚中華文化

蘇同學指出，其實「一帶一路」能為年輕人帶來

的機遇，絕不止限於基建鐵路等硬件，香港學生應多思

考自己的興趣如何與「一帶一路」結合，例如在文化方

面，現在愈來愈多外國人學習中文，形成「漢語熱」，

倘若喜歡語文的學生，將來可考慮到「一帶一路」國家

從事推行對外漢語的工作，一定能找到發展機遇。

▲ 全球掀起「漢語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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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開始培養 接納外來文化

麥潤雯同學認為，香港年輕人

雖然願意走出去，但未必會到「一

帶一路」的國家，不少人偏愛西方

文化，認為英語系國家比較發達，

故傾向到歐美地區發展，而且有些

「一帶一路」國家不時出現負面的

新聞，更使年輕人卻步，他們寧願

留在香港發展，也避免到相對落後

的國家工作，故此在香港推廣「一

帶一路」時，首要做的不是發展商

機，而是先令年輕人認識和接納當

地國家的文化。

要引起香港青少年關注「一

帶一路」，一定要先引發他們的興

趣，最好能從小學就培養學生認識

多元文化，學懂接納和包容外來文

化，不要等中學才開始教育。媒體

往往是很重要的教育平台，香港的

傳媒應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深入的報導，提升港人對這些國

家的認識，以及了解在當地發展有

何好處，讓年輕人了解他們在「一

帶一路」上有何得益，使他們慢慢

開始接納這項政策。

促進溝通交流 消除文化落差

黃同學認為，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發展程度的

落差，將可能是推行「一帶一路」的障礙，例如非洲

糧食不足，不少華人到當地開設商店，但由於當地的

治安水平差，會導致生意無法經營，最後被迫撤出，

所以在推行「一帶一路」時，應先協助相對落後的國

家發展，提高當地人的教育文化水平，才能吸引外資

到當地發展。

融入通識教育 提升學習興趣

吳挺愷同學指出，其實現在通識教育科的現代中國

單元已有涉及「一帶一路」的議題，考試也有機會涵蓋

相關內容，故學生一定會接觸到這些資訊，此外他們還

可透過網絡社交平台了解。但歸根究底，要引起學生學

習「一帶一路」知識的興趣，首要是如何讓他們接納這

些國家的文化，香港始終是中西薈萃之地，學校也有不

少非華裔學生，透過由這些學生主導不同活動如文化節

等，介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文化，讓香港學生

認識和接納，進而對這些知識產生興趣，從而擴大他們

的世界觀，使他們願意走出去。



圖•文：彭淑敏博士

鯉魚門天后廟位於九龍油塘鯉

魚門，於2010年4月16日被列為香

港三級歷史建築，又稱為天后宮，

擁有二百六十多年的悠久歷史。

「天后」是南中國沿海的主神，也

是一個廣為香港崇拜的女海神，漁

民和從事海上工作的人士特別重視

供奉天后。天后誕定於農曆三月廿

三日，當天的慶祝活動包括前往天

后廟參拜、舉行花炮會、舞獅舞龍

及粵劇神功戲等，以酬謝天后的庇

佑，非常熱鬧。

相傳天后出生於福建莆田，父親是一名小官，因她出生後不會哭泣，

取名為林默，之後尊稱為「林默娘」。少年時開始學習道術，替人驅邪治

病、拯救遇海難的船員，以及為面對旱災的百姓求雨等，直到二十八歲升

天為神。

天后早於宋朝宣和五年（1123年）被封冊為女神，此後直到清中葉，

歷年的封號包括元朝「護國輔聖庇民顯祐廣濟靈威助順廣惠徽烈明著天妃」

（1329年）、明朝「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1409年）、清朝

「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慈天后」（1684年）及「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

濟天上聖母」（1839年）等，以維持社會安定，保護百姓及消災擋禍。 

▼ 天后神像高坐在神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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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關心香
港歷史的研究，近年參與出版包括《香港文化導論》、《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

記憶》、《香港第一》、《屏山故事》及《改變香港歷史的 60 篇文獻》等。

漁 民 守 護 女 神 的 歷 史 建 築

「鯉魚門天后廟」 

▲ 鯉魚門天后廟。



鯉魚門天后廟面向

海洋，對正筲箕灣，與

居民依靠捕魚為生有密

切關係，保佑漁民出海

平安。天后廟的一般結

構與傳統的衙門相近，

是讓信眾求神解困的地

方。有趣的是，廟宇建

於 乾 隆 十 八 年 （ 1 7 5 3

年），據說此著名海盜

鄭連昌（1712-1775）

所興建，當時佔據了鯉

魚門一帶，並以魔鬼山

（ 前 稱 惡 魔 山 ） 為 基

地，該廟曾於1953年及

1 9 8 6 年 重 修 。 現 時 ，

鯉魚門天后廟是少有仍

屹立於海濱地勢險要之

地，可反映它依海而建

的建築特色。

▲ 鯉魚門天后廟的臨海景觀。

▲ 天后廟旁仍置有兩尊古炮，據稱是海盜鄭連昌用來對付清朝官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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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各處都有天后廟1，各具特

色，有助認識更多有關香港現存南中國的民間宗教文化，也

有助了解推動宗教發展之社會、政治及經濟的歷史背景，你

有沒有興趣前往參觀呢？ 

* 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廟旁的巨石群及石刻題字。

註 1：香港人天后廟之法定古蹟包括銅鑼灣天后廟及粉嶺龍躍頭天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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