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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 回歸歷程及一國兩制的初心 

「一國兩制」與特別行政區 

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 A： 

20世紀 80年代初，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

國兩制」的構想，並首先用於解決香港問題。按照鄧小平的論述，「一國兩制」是

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

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 

節錄自：《「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資料 B： 

1985年，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新的憲法，在第 1章總綱第 31條規定：

「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 

 

資料 C： 

1984年，第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闡述了「一國兩

制」的方針，這一方針成為基本國策。 

 

 

 

 

 

 

課堂工作紙 1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

權威、法律效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建基於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小知識：《憲法》與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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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頁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 「一國兩制」的兩制是指甚麼制度？這個構想是由誰人提出？ 

1980年代初，國家領導人 ______________ 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

想。「一國兩制」是指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 ______________ 制

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 ______________ 制度長期不變。 

 

2. 國家領導人為甚麼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根據資料 B及資料 C及小知識的內容，解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鄧小平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 1980年代初，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 由於國家主體一直行使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及澳門則行使資本主義制度。 

․ 鄧小平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於是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希望香港和澳門回歸祖

國後能夠繼續沿用原有制度，並保持社會穩定。 

․ 1984年，第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加入了「一國兩制」的方

針，使「一國兩制」成為基本國策。 

․ 1985年，《憲法》在第 1章總綱第 31條，加入了：「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

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的條文。 

․ 由於《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因此《憲法》列明：國家

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提供憲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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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 回歸歷程及一國兩制的初心 

中英談判到簽署聯合聲明 

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 A： 

1982年 9月 22日，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飛抵北京，24日與鄧小平就香港問題進行

了會談，拉開了中英雙方通過正式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的序幕，也定下了未來正式談

判的基調和底線。 

在會談中，鄧小平就「1997香港政權交接」、「1997後的香港管理」、「1997前過渡

期安排」等三大議題進行了系統闡述。 

 

資料 B： 

戴卓爾夫人提出所謂三條條約「有效論」，任何修訂應以三個條約為根據；香港的

信心和繁榮依賴英國的管理，否則可能導致災難性後果。對此，鄧小平給予有力駁

斥。 

 

資料 C： 

鄧小平從三個方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基本立場： 

1. 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1997 年中國將收回香港，不僅是新界，

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 

2. 我們在宣布 1997 年收回香港的同時，還要宣布 1997 年後香港所實行的制度

和政策，以繼續保持香港繁榮。 

3. 兩國政府要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從現在到 1997年的 15年中不出現大的波動。

如果在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政府將被迫不得不對收回的時

間和方式另作考慮。 

課堂工作紙 2 



 

 2 

 

資料 D： 

經過 22輪談判，1984年 12月 19日，中英兩國政府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英聯合

聲明》的正式簽字儀式。 

 

資料 E：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滿意地回顧了近年來兩國

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一致認為通過協商妥善地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

香港問題，有助於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並有助於兩國關係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

鞏固和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如下： 

（一）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中華人

民共和國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條的規

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

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現行的

法律基本不變。 

（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由當地人組成。…… 

（五）香港的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 …… 

節錄自：《中英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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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頁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 以下哪項正確描述戴卓爾夫人提出的三條條約「有效論」？ 

(1) 英國政府依然承認三條「不平等條約」 

(2) 英國政府希望繼續管治香港 

(3) 英國認為香港的信心和繁榮建基於英國的管理 

(4) 英國認為香港回歸中國可能令香港出現災難性後果 

A (1)和(2) 

B (1)、(2)和(3) 

C (1)、(3)和(4) 

D (1)、(2)、(3)和(4) 

 

2.中英談判時，鄧小平從哪三方面闡述中國政府的基本立場？為甚麼他要這樣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認為《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回歸歷程中，能夠起甚麼作用？試從《中英聯合

聲明》的主要條文找出資料引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鄧小平闡述中國政府的基本立場： 

․ 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 不只宣布 1997年要收回香港，還要宣布 1997年後香港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 

․ 兩國政府妥善商談如何使香港不會出現大波動。 

原因： 

․ 鄧小平認為中國政府一直擁有香港的主權。 

․ 鄧小平希望香港能夠繼續保持繁榮及社會穩定。 

《中英聯合聲明》定下的基本方針政策： 

․ 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 香港特區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權；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等基本不變。 

這有助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亦有助於中英兩國關係在新的基礎上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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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 回歸歷程及一國兩制的初心 

《基本法》及其起草過程 

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 A： 

《基本法》的起草過程 

 

 

 

 

 

資料 B： 

《基本法》的主要內容 

• 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 

• 明確了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關係，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地位。 

• 規定了中央管治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權力。 

• 明確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

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 保障了香港居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也確定了香港居民的義務。 

 

資料 C： 

香港人積極參與《基本法》的起草與諮詢 

․ 香港和內地人士一同負責起草《基本法》。 

․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全部來自香港。 

․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香港前後進行兩次公眾諮詢。 

前期工作階段 第二階段 基本法草案階段 

課堂工作紙 3 

1985年 7月至
1986年 4月 

1988年 5月至
1989年 1月 

1986年 5月至
1988年 4月 

1989年 2月至
1990年 4月 

全國人大通過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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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D： 

《基本法》是「一部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說它具有歷史意義，不只對

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說國際意義，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

長遠意義。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352頁。 

 

根據以上資料回答問題。 

1.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甚麼時候展開？《基本法》在甚麼時候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基本法》的起草與諮詢工作歷時多久和起着甚麼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鄧小平說《基本法》具有甚麼意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 1985年開展；《基本法》在 1990年完成並通過。 

․ 《基本法》由前期工作階段至全國人大通過階段，共經歷五年時間。 

․ 香港人積極參與《基本法》的起草與諮詢工作：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人士；

其後成立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更全部來自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香港前後進行

兩次公眾諮詢，共收到近八萬份的意見和建議。 

․ 這對回歸過渡期穩定香港社會、回歸後香港保持繁榮起重要作用。 

․ 《基本法》是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 

․ 歷史意義方面，不只對過去、現在，而且包括將來具長遠意義。 

․ 國際意義方面，不只對第三世界，而且對全人類都具有長遠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