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穩致遠——一國兩制與基本法」資源套介紹

前言
2020年是《基本法》公布30周年，中國文化研究院製作了一系列與《基本法》相關的資源套，旨

在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使學生能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有更深入的認識；期望學生明白

《基本法》與香港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以及「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狀況。

本資源套着重讓學生理解「一國」的重要性，並明白「兩制」的特點，讓學生認識國家歷史、經濟

和政治體制等各方面的發展，培養國家的觀念。

學習目標

讓學生：

	▪ 認識「一國兩制」的原則及實踐狀況。

	▪ 了解中國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制度上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 加深認識《基本法》，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態度，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資源套特色

	▪ 針對小學常識科、初中生活與社會科及中國歷史科的課程設計，能配合相關課程的教學內

容。

	▪ 通過多元化教學工具，包括教學動畫、資訊圖表海報及桌上遊戲，讓學生輕鬆認識《基本法》

。

	▪ 提供教案及不同類型的工作紙，協助老師進行日常教學。

	▪ 資源套內容與生活息息相關，利用各種與《基本法》相關的生活化案例，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

教學資源套的課題

包括：

	▪ 課題一：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

	▪ 課題二：地方選舉面面觀

	▪ 課題三：生活消費多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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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建議

甲.	概覽
常識科｜ 三年級

課題	｜ 學習範疇四：社會與公民	

主題：百年蛻變

單元：香港是我家

課節	｜ 約	20	分鐘

學習目標
知識｜ 認識《基本法》，了解「一國兩制」在貨幣方面的實踐	

技能｜ 建立協作、理性及有效的討論﹔提升口語及文字表達能力

態度｜ 	▪ 培養遵守法律和規則的態度，做個好市民

	▪ 培養正確運用和管理金錢的觀念

學與教材料
教具｜ 	▪ 教學動畫影片（Edpuzzle）

	▪ 八達通卡

課後習作｜ 課後工作紙

行 穩 致 遠 － － 一 國 兩 制 與 基 本 法

課 題 三  生 活 消 費 多 面「體」
小 學 常 識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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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費多面「體」課題三

乙.	教學流程
教師可以視乎校本情況、教學進度和課堂設計，配合教科書及其他學與教策略，運用本教材作

輔助，以提升學與教成效。以下為運用本教材的教學流程建議，僅供參考。

教學步驟 學與教活動 學習資源
引起動機
	5分鐘

教師教授至「香港是我家」中有關「一國兩制」的生活例

子課題時，展示八達通卡，並詢問學生對移動支付系統的

認識，引起學生的興趣。

八達通卡

活動一
	15分鐘

透過	Edpuzzle	平台播放教學動畫影片生活消費多面	

「體」，可因應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選擇播放部分或整段

影片。

	透過影片，協助教師在授課中說明以下學習重點：

	▪兩地貨幣的不同之處

	▪香港能自行制定貨幣政策的原因，從而以《基本法》條

文說明當中因由

教師可引導學生思考以下問題：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何兩地會使用不同的貨幣？

教師也可利用影片的情節，說明以下的理財態度：

	▪儲蓄習慣

	▪理性消費

	Edpuzzle	教學動畫影片生活消費多面「體」	（3分鐘）	

建議播放部分：0:00	至	1:07

https://edpuzzle.com/media/5f8d-
45753c835f4084a93ba5

	Edpuzzle教學動

畫影片	生活消費多面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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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puzzle	影片問題:

1.	在片段	0:40	中，以下哪一項是對內地及香港貨幣的

錯誤描述？	

A.	發行機構不同	 	 B.	面額不同	

C.	紙幣設計相同	 	 D.	紙幣設計不同

2.	在片段	01:05	中，以下哪一項是對香港貨幣政策的正

確描述？	

A.	貨幣金融政策由中央人民政府制定	

B.	人民幣是香港的法定貨幣	

C.	港元不能跟其他貨幣自由兌換	

D.	港元是香港的法定貨幣

延伸內容
教師自行

安排時間	

教師繼續講解「一國兩制」的生活例子及其他內容。

總結及	
鞏固
	5分鐘	

	▪教師詢問學生有關香港貨幣的相關知識，鞏固影片的

知識；	

	▪進一步說明在「一國兩制」的管治方針及《基本法》保

障下，如何體現香港保留部分原有的制度及生活方

式。

課後習作 教師可按學生不同學習需要，派發課後工作紙	Ⓐ	或	

工作紙	Ⓑ，要求學生於課後完成工作紙上的題目，加深對單元

「香港是我家」的了解，進一步鞏固課堂知識。

	課後工作紙	Ⓐ

	課後工作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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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費多面「體」課題三

參考條文
《基本法》
	▪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第二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第一百一十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貨幣金融制度由法律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業和金融市場的經營自由，並依法

進行管理和監督。

	▪第一百一十一條	
港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繼續流通。	

港幣的發行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港幣的發行須有百分之百的準備金。港幣的發行制

度和準備金制度，由法律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知港幣的發行基礎健全和發行安排符合保持港幣穩定的目的的

條件下，可授權指定銀行根據法定權限發行或繼續發行港幣。

	▪第一百一十二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港幣自由兌換。繼續開放外匯、黃金、證券、期貨等市

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障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

	▪第一百一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徵收關稅。

	▪第一百一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

參考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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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連結
行穩致遠	——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	之	生活消費多面「體」（Youtube）

https://youtu.be/2c1UEtirBNw

香港金融管理局	https://www.hkma.gov.hk/

香港金融管理局	2018系列香港鈔票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money/hong-kong-currency/notes/

design-and-security-features-of-currency-notes/

中國人民銀行	http://www.pbc.gov.cn/

中國人民銀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貨幣概況

http://www.pbc.gov.cn/huobijinyinju/147948/147954/147956/3282469/index.

html

工業貿易署

https://www.tid.gov.hk/tc_chi/aboutus/tradepolicy/trpolicy.html

參考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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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費多面「體」課題三

補充資料

補充資料（教師用）

1.	兩地（內地與香港）貨幣基本資料	

內地貨幣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貨幣是人民幣，中國人民銀行是國家管理人民幣的主管機關，負責人

民幣的設計、印製和發行。歷時	50	多年，至今已發行五套人民幣。目前流通的人民幣，是中國

人民銀行自1987年以來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和	1999	年發行的第五套人民幣，兩套人民幣同

時流通。

	▪紙幣面額 	 1	角、2	角、5	角、1	元、2	元、5	元、10	元、50	元、100	元

	▪硬幣面額 	 1	角、5	角、1	元

	▪發行機構 	 中國人民銀行

香港貨幣
香港的法定貨幣是港幣。香港的所有紙幣及硬幣都是由外匯基金持有的美元儲蓄提供十足支

持。

	▪紙幣面額 	 10	元、20	元、50	元、100	元、	500	元及	1,000	元

	▪發行機構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及中國銀行（香港）有	

		 限公司（10	元紙幣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透過香港金融管理局發行）

	▪硬幣面額 	 1	角、	2	角、5	角、1	元、2	元、5	元和	10	元

	▪發行機構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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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貨幣政策	

內地
中國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採用的各種控制、調節貨幣供應量和

信用量的方針、政策及措施的總稱，既是一項主要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更是一國經濟主權的

重要基石，主要包括本幣制度（或貨幣制度）、調控目標、調控機制、調控工具和調控政策等。

香港
香港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保持港元匯價穩定。香港屬高度外向及開放型經濟體系，不設外匯管

制，因此維持匯率穩定非常重要。

聯繫匯率制度
聯繫匯率制度是一種貨幣發行局制度，從	1983	年	10	月開始實行。聯繫匯率制度是香港金融

管理局首要貨幣政策目標，在聯繫匯率制度的架構內，通過穩健的外匯基金管理、貨幣操作及

其他適當的措施，維持匯率穩定。

根據法例規定，在聯繫匯率制度下，三家發鈔銀行須就所發行的紙幣，持有負債證明書作為支

持。負債證明書是按	1	美元兌	7.	80	港元的固定匯率發出及贖回。在外匯市場上，港元匯率則

由供求決定。

外匯管制／外匯管理
內地稱為外匯管理，是指一國政府授權國家貨幣金融管理當局或其他國家機關，對外匯的收

支、買賣、借貸、轉移以及國際間結算、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等實行的管制措施。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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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消費多面「體」課題三

補充資料

3.	電子貨幣／電子支付
現時不論在內地或香港已有多種電子貨幣，亦已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如購物消費和繳付帳單

等。而電子支付愈趨普及，大大改善市民的生活素質。電子貨幣／電子支付的出現，帶來以下影

響：

	▪提升消費效率：電子支付的便利，有助提高消費者的購物意慾，長遠有利零售業的發展。

	▪加速電子商貿發展：電子貨幣／電子支付日漸普及，打破地域限制，促進地世界各地的的商

貿活動，加快電子商貿的發展。

	▪降低營運成本：商戶能減少在消費過程中所需要的運作成本，如使用人手找續、人為出錯等。

	▪刺激消費：電子支付的便利，有助提高消費者的購物意慾，長遠有利零售業的發展。

現時香港常見的電子貨幣包括
	▪八達通 	 八達通卡內置高科技晶片，用作儲存金額及付款記錄之用。	

		 用戶需要先增值，後消費。	

		 *除了八達通卡、亦設有八達通手錶、配飾及手機應用程式。

	▪易辦事 	 以易辦事消費時，銀行會從用戶的戶口將錢轉賬至商戶的銀行戶口。

	▪信用卡 	 以信用卡消費後，銀行會先代用戶繳付費用給商戶，然後才向用戶收取欠款。

現時內地常見的電子支付包括
	▪微信支付 	 騰訊集團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為用戶和企業提供在線支付服務、包括收	

		 款，運營，資金結算，深入內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

	▪支付寶 	 螞蟻金服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發展成為融合了支付、生活服務、政務服	

		 務、理財、保險、公益等多個場景與行業的開放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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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的貿易政策
香港是自由港，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並無設置任何貿易壁壘，進出香港的貨品無須繳付關稅。雖

然若干類貨品的進口或出口必須領證，亦只因為香港要履行對貿易夥伴的義務，或基於公眾衞

生、安全或內部保安等要求。香港通過參與多邊、	區域、諸邊及雙邊貿易協定，保障、維持及改

善香港貨品和服務進入外地市場的機會。

香港應課稅品
香港現時有四類應課稅品，分別為酒類、煙草、碳氫油類（即輕質柴油、含鉛和無鉛汽油及飛機

燃油）及甲醇。進口此類物品須向海關申請進出口牌照，亦須持有移走許可證。

現時內地常見的電子支付包括
根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	26（5）（c）的規定：「原由某締約國代表接受本協定的任

何關稅領土，如現在在處理對外貿易關係和本協定規定的其他事務方面享有或取得完全自主

權，這一領土經負責的締約國發表聲明證實上述事實後，應視為本協定的一個締約國。」

香港於	1986	年成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單獨締約成員，獲得獨立關稅區地位。

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	在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世貿組織的前身是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貿總

協定）。世貿組織是處理各國及單獨關稅地區之間貿易規則的唯一國際組織。世貿組織協議則

為國際貿易提供基本法規。這些協議基本上是合約，使成員政府受約束，須按原則及規則處理

貿易事宜和施行貿易政策。雖然協議是由政府商定及簽署，但目的是協助貨物及服務業的生

產商及提供者、出口商及進口商進行商業活動	。

香港於	1986	年成為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單獨締約成員，其後更成為其繼任組織世貿組織的

創始成員，享有世貿組織成員的所有權利。

回歸後，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繼續以單獨成員身分參與世貿組織。雖然中國

於	2001	年成為世貿組織的成員，但其世貿組織成員身分並不影響香港參與世貿組織。中國

香港繼續以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參與世貿組織，在處理對外貿易關係上享有高度自主權。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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