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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帶一路」的 What, Why, How 

1.1 什麼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 "One Belt and 

One Road" refers to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它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一帶一路

涵蓋 65 個核心國家，覆蓋面積約 5539km2，約占全球總面積的 41.3%；含括 46.7

億人口，約占全球總人口的 66.9%；區域經濟總量達 27.4 萬億美元，占據全球經

濟總量的 38.2%。一帶一路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東亞、歐洲經濟發展勢頭較好，而

中亞、中東地區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產業分工協作不合理，但是彼此間具有與較

強的互補性。一帶一路涉及的發展中國家居多，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普遍較差。很

多國家缺水、缺電、缺道路，他們之間交往不夠順暢，發展差距很大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80%E5%B8%A6%E4%B8%80%E8%B7%AF)。一帶一路是中

國對外發展的重要戰略。旨在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促進經濟要素有

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

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一帶一路」將通過五個走向貫穿亞歐非大陸。當中絲綢

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1)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2)中國經中亞、西亞至中

東、地中海；(3)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重點

(4)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和(5)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

到南太平洋。 根據上述五個走向，「一帶一路」建設將依託國際交通通道，以

沿線中心城市及重點港口為節點，進一步推動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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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及孟中印緬六個國際經濟合作

走廊。 

(http://beltandroad.hktdc.com/tc/about-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bout-the-belt-and-road-initiative.aspx)。 

1.2 為什麼要有「一帶一路」? 

 目前在世界經濟複蘇乏力，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向分化的背景下。眾多國家

的經濟可能面臨困境，亟需新的經濟增長點及新的經濟火車頭來帶動世界經濟。

中國藉此機會，將有利於幾乎所有國家的中國戰略、政策融入到「一帶一路」和

APEC 當中，實現共贏。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涵蓋東南亞經濟整合、涵蓋東北亞

經濟整合，並最終融合在一起通向歐洲，形成歐亞大陸經濟整合的大趨勢。而

21 世紀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則是從海上聯通歐亞非三個大陸，最終可以和絲綢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9D%E7%BB%B8%E4%B9%8B%E8%B7%AF%E7%BB%8F%E6%B5%8E%E5%B8%A6
http://wiki.mbalib.com/zh-tw/21%E4%B8%96%E7%BA%AA%E6%B5%B7%E4%B8%8A%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BA%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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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路經濟帶戰略形成一個海上、陸地的閉環。 

1.3  如何有效推動「一帶一路」? 

要有效推動一帶一路須要有有關政府高層的大力支持，澳門政府應參考香港政府

的做法，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及委任專員負責相關具體工作，把握在一帶一

路倡議下帶來的新發展機遇，涵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

民心相通五個方面(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7/29/P2016072900506.ht m)。具

體推動一帶一路的方法可以參考以下的建議。 

 

2 任督二脉 

看過武俠小說的或對中醫理論有研究的人都會聽過任督二脉，如果把在一帶一路

倡議下的 65 個核心國家比喻為任脉及督脉的各個穴位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28.htm )，把任督二脉打通而出現突飛猛進情況，也解釋了

為什麼一帶一路中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要同步進

行，期望產生協同效應。在智庫百科有關一帶一路有把 65 國分為以下的經濟走

廊：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中伊土經濟走廊；中新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

廊；中巴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文中亦把一帶一路 18 省份名單及功能作

出定位： 

西北、東北地區: (新疆：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 陝西：打造西安內陸型
改革開放新高地。 寧夏：推進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建設。 甘肅、青海：
加快蘭州、西寧開發開放。 內蒙古：發揮聯通俄蒙的區位優勢。 黑龍江：完善
對俄鐵路通道和區域鐵路網。 黑龍江、吉林、遼寧：完善與俄遠東地區陸海聯
運合作，推進構建北京-莫斯科歐亞高速運輸走廊，建設向北開放的重要視窗。)  

西南地區: (廣西：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西江經濟帶開放發展，構建面向東
盟區域的國際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 雲南：推進
與周邊國家的國際運輸通道建設，打造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新高地，建設成
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輻射中心。 西藏：推進與尼泊爾等國家邊境貿易和旅游
文化合作。)  

內陸地區: (重慶：打造重慶西部開發開放重要支撐。 成都、鄭州、武漢、長沙、
南昌、合肥：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 鄭州、西安：支持建設航空港、國際
陸港，加強內陸口岸與沿海、沿邊口岸通關合作，開展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服務試
點。) 

沿海和港澳臺地區: (上海：加快推進上海自貿區建設。 福建：支持建設 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推進福建海峽藍色經濟試驗區建設。 浙江：推進浙江海
洋經濟發展示範區建設、舟山群島新區建設。 海南：加大國際旅游島開發開放
力度。 港澳：積极參与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臺灣：為臺灣地區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作出妥善安排。 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深化與
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15 個港口建設：(加強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廣州、深圳、湛江、汕頭、青島、
煙臺、大連、福州、廈門、泉州、海口、三亞港口建設) 

提出任督二脉的說法的目的是希望有關部門或機構能夠更有系統地把一帶一路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607/29/P20160729005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528.htm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7%A8%E5%A2%83%E8%B4%B8%E6%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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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作出如任脉及督脉中的穴位的命名法。中國（包括港澳）可在各大城市中

把其中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一帶一『路』，其它與這主要道路連接的次級街道用

『一帶一路』的相關國家或城市命名，情況許可更可向相關國家招商引入該國有

特色產品作為商貿據點，為當地與各一帶一路國家合作發展提供方便的平台。事

實上在籌建中的澳門大型渡假村也可以利用一帶一路的命名法把各種設備適當

地與某些一帶一路國家合作，提供會展商貿機會。除了方便貿易雙方面之外，對

主辦方亦會增加有關設施的獨特性，當然，如果在某些情況下，如果在初期的投

資回報不太理想的話，政府應作出補貼來配合國家的一帶一路發展。這些綜合一

帶一路的設施及相關命名除了提供商機外，更是對市民的國情教育。如果澳門真

的能夠打做一個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旅遊會展設施，對構建澳門為世界旅遊休閑中

心也有極大幫助。 

 

3 三個代表 

三個代表思想的主要內容（鄔涵煇等，2004）包括：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從管理模型的成功要素看三個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發展目標”，先進

文化的前進方向是”正確態度”，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達標能力”。簡單來說，

成功是達到目標，而能夠被管理的目標要符合以下五個(SMART)條件(Koo, 

Hannah, et al., 2011)：清晰明確 Specific、能夠量化 Measurable、可以做到

Achievable、具挑戰性 Result-Oriented、限時完成 Time-bound。因此如果要成功

地推動一帶一路，有關的領導要遵守三個代表的思想，釐定符合最廣大人民根本

利益的 SMART 發展目標，擁有或培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的達標能力，並建

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正確態度。 

 

4 平衡計分卡的四個角度 

由 Kaplan 及 Norton (1996, 2001, 2004) 所構建的平衡計分卡在過去十多年來，

受到越來越多的企業及機構利用來釐定戰略及執行戰略。平衡計分卡的核心理論

是透過確定及量度關鍵內部成功因素（內部因素是可以被控制的）來獲取成功，

Kaplan 及 Norton（ibid.）指出不能量度的便不能夠被管理，因此平衡計分卡非

常強調量度。典型的四個角度是：財務角度、顧客角度、操作角度、學習與成長

角度。不同層次角度的因素之間應存有因果關係：如學習與成長表現好（因），

操作的表現便會改善（果）。如果操作表現好的話（因），顧客角度的表現便會

變好（果）。顧客角度好（因）便會令財務表現好（果）。 

顧良智、顧向恩、劉松柏（2009）曾利用平衡計分卡為澳門分析了澳門的內部關

鍵成功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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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與成長角度包含：市民的素質；市民的友善程度；澳門政府機關的素質；

市民適應不同文化的能力；高等教育的素質；充足的人力資源供應 

 操作角度的因素：清晰的政府政策；廉潔的政府；適當的稅制；政府對多元

化發展的支援；外地勞工的政策；有效率的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政府

了解市民所需；社會福利系統；有效的土地資源應用；社會治安穩定 

 顧客角度的因素：足夠的遊客景點；旅遊服務的素質；足夠的基礎設施；基

礎設施的素質；港澳間的渡輪服務；航空服務；市內交通；酒店的接待服務

水平；娛樂場的服務水平 

 財務角度的因素：世界級的博彩城市；高的生活質素；出名的旅遊城市；充

滿商機的城市；市民有理想的收入 

為了確保一帶一路成功（即達到目標），國家（中國及相關國家）及地區（如：

香港、澳門）都應釐定類似平衡計分卡的內部關鍵成功因素的測量及控制機制，

如果有一個專責的政府部門，便由該部門的負責人統籌安排。 

 

5 五行相生相剋 

五行是古代漢族人民樸素的辨證唯物的哲學思想。可用於哲學、中醫學和占卜方

面。五行學說是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漢族人民認為，天下萬物皆由五類

元素組成，分別是金、木、水、火、土，彼此之間存在相生相剋的關係。五行是

指木、火、土、金、水五種物質的運動變化。在中國，“五行”有悠久的歷史淵源 

(http://baike.baidu.com/view/669362.htm )。這相生及相剋關係在國與國之間的合

作至為重要。國與國之間要加深互相了解，要做到求大同，存小異的原則，令一

帶一路的參與國家都獲得好處，達到多贏的情況。 

 

6 六個西格瑪哲理 

六西格瑪(Six Sigma)是一個品質管理的技術，透過數據主導，減少變異，達到接

近完美的質量水平(http://baike.baidu.com/view/185047.htm)。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時，執行者應採用六西格瑪的理念，在作出重要決策時要有足夠及相關的訊息支

持，不斷改善。  

 

7  七個好習慣 

要想成為一個高效能的成功人士，要養成職業上的七種良好習慣(Covey, Stephen 

R., 2003)。這“七種習慣”就是： 

 主動積極 (Proactive)； 

 以終為始(Begin with end in mind)； 

 要事第一 (Put first thing first)； 

 雙贏思維 (Think win-win)； 

 知彼解己(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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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合綜效 (Synergize)； 

 不斷更新(Sharpen the saw)； 

雖然七個好習慣是給人去修煉，但是這些習慣或理念是可以應用在推動一帶一路

的倡議。負責統籌一帶一路的高效領導要主動積極，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行為

負責，並依據原則和價值觀來作決定。以終為始的領導會擬出願景和目標，並據

此塑造未來，全心專註 於最重視的原則、價值觀、關係及目標之上。領導工作

的核心就是在共有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創造出一種文化。要事第

一要求辦事情時要區分輕重緩急，把要事放在第一位置。雙贏思維的習慣是一種

基於互敬、尋求互惠的思考框架與心意，目的是爭取更豐盛的機會、財富及資源，

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敵對競爭。雙贏既非損人利己(贏輸)，亦非損 己利人(輸贏)。

一帶一路的成員要從互賴式的角度來思考問題(‘我們’而非‘我’)。雙贏思維

鼓勵我們解決問題的同時，還要求協助對方找到互惠的 解決方法，是一種資訊、

力量、認可及報酬的分享。雙贏的情況才會持續永久。要改善合作關係要有知彼

解己的習慣，溝通時用代入感去聆聽對方，便能增進彼此的瞭解。對方獲得瞭解

後，會覺得受到尊重和認可，進而卸下心防，坦誠面對，雙方相互的瞭解也就更

加順暢自然。統合綜效即協同效應，有事半功倍的好處(1+1=3)，假如欠缺明確

目標及和諧合作的話，也會出現事倍功半的情況(1+1=1 甚至 1+1=0)。在變革年

代，每一個人、機構、國家都要不斷更新來提升競爭力，即在三個代表中所指的

先進生產力。七個好習慣可以高效地推動一帶一路的落實執行。 

 

從以上的 ‘1’到‘7’的討論，可以綜合如下： 

1- 了解了一帶一路的來龍去脈（What, Why, How）後，澳門應參考香港的做法，

成立一帶一路的辦公室，負責統籌一切一帶一路的事宜，與其他地區安排合

作，配合國家發展戰略，鞏固澳門的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地位 

2- 把一帶一路的各個國家或地區組群的命名用更有系統的方法。政府與各大企

業合作成立一帶一路的會展平台，協助這些願意參與一帶一路會展的企業。

鼓勵各博彩企業發揮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為一帶一

路打通任督二脈。公民教育中也應該多介紹一帶一路倡議。 

3- 三個代表展示了一個成功模型。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時要有政府（一帶一路

辦公室？）高層釐定的 SMART 戰略目標， 確定並培育要達到目標所需要的

能力，同時要構建相關的文化意識。 

4- 平衡計分卡的四個層次是內部的關鍵成功因素。透過集思廣益來找出要成功

推動一帶一路倡議，澳門具備有哪些優勢（內部強項）及劣勢（內部弱點），

及這些關鍵因素（如：財務、科技、旅遊、基建、醫療、運輸、法律、文化、

教育、廉潔、公民素質等）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係。 

5- 五行相生相剋的哲理可以被用來分析一帶一路中各個國家之間的異同，有哪

些是相互競爭，又有哪些是互相補充的呢？透過分析各個國家的特色，用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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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存異的思維營造持久的雙贏局面。 

6- 六個西格瑪是科學及嚴謹的質量改善方法，落實執行一帶一路倡議時，可以

利用六西格瑪的工具去解決問題。 

7- 七個好習慣可以提供在執行一帶一路倡議時的良好的做法習慣。 

 

澳門政府、大專院校及研究機構應定期與一帶一路的各個國家或地區合作進行有

系統的研究，找出它們在參與一帶一路時的內部關鍵成功因素（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範圍可以包括：文化藝術、經濟貿易、交通運輸、人才教育、宗教

信仰、政治法律、等等。如果把關鍵外部因素也確定的話，更可以利用優劣機脅

矩陣(SWOT matrix)為一帶一路倡議制定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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