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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實施 

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組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的權力 

1. 參考《基本法》48條，哪些香港特區的官員由中央政府任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 

2. 參考中國文化研究院〈香港在國際社會和國際事務中的參與〉 

文章，哪個機構處理香港的外交事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 

3. 參考中國文化研究院〈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文章，哪個 

機構處理香港的防務事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有何主要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長官及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

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 

․ 中央人民政府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 

․ 中央人民政府 

․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 

․ 防備和抵抗侵略，保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安全；擔負防衛勤務；

管理軍事設施；承辦有關的涉外軍事事宜。 

․ 香港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港部隊協助維持社

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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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本法》的解釋權 

5. 找出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作出多少次解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列出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事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次 

․ 第一次釋法是在 1999年 6月，因一宗居港權案件而對《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

款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作出解釋。 

․ 第二次釋法是在 2004年 4月，是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程序，立法會產生

辦法的修改程序，而對《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三條進行解釋。 

․ 第三次釋法是在 2005年 4月，就補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任期問題而對《基本法》第

五十三條作出解釋。 

․ 第四次釋法是在 2011年 8月，就一宗涉及外交豁免權的「剛果（金）案」，對《基

本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九條進行解釋。 

․ 第五次釋法是 2016年 11月，就特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法官等宣

誓的規定，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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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課堂所學，以腦圖的方式整理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直接行使的各大類權力的內

容。 

 

全面管治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

制度

香港特別行區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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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實施 

中央授予香港的權力 

高度自治權 

1. 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自哪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管理權 

2. 行政事務的範圍非常廣泛，幾乎涵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參考中國文化研究院〈香港行政機關〉，香港有何政府部門處理香港 

的行政事宜？舉出四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法權 

政府主要負責以法案的形式，將新訂法例或現行法例的修訂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以制定成為法例。議員只要符合若干條件，亦可向立法會提交法案。 

法案如通過首讀、二讀及三讀程序，便獲制定成為法例。除非法案訂明較後的生效

日期，否則有關法例經行政長官簽署並在憲報刊登後便可生效。 

節錄自：立法會網站 

 

3. 在香港，誰人有權向立法會提交法案，以成為法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中央授權 

․ 行政長官、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 

․ 公務員事務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教育局、環境局、 

․ 食物及衞生局、民政事務局、勞工及福利局、保安局 

政府、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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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s.chiculture.org.hk/tc/idea-aspect/674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idea-aspect/674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gazette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gazette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gazette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gaz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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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考電子憲報，列出一條香港最新修訂或所立的法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5. 參考中國文化研究院〈香港司法制度〉，列出香港行使司法管 

轄權的司法部門。舉出四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參考〈香港司法制度〉，《基本法》有何條文保障司法獨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1年仲裁(修訂)條例》（以授課時間為準） 

審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競爭事務審裁處、土地審裁處、裁判法

院、死因裁判法庭、勞資審裁處、小額錢債審裁處及淫褻物品審裁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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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十九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 第八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

行審判職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 

〈香港司法

制度〉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idea-aspect/630
https://ls.chiculture.org.hk/tc/idea-aspect/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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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獨立司法權行使的界限 

7. 以下哪項是《基本法》對香港司法權行使的限制？ 

（１） 香港法院沒有國防、外交管轄權 

（２） 香港法院不能干涉中國內政 

（３） 《基本法》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４） 香港法院不能自行解釋自治範圍內的條款 

A. 只有（１）及（２） 

B. 只有（１）及（３） 

C. 只有（１）、（２）及（３） 

D. 只有（１）、（３）及（４） 

 

經中央授權自行處理有關對外事務的權力 

8. 香港可以甚麼名義參與以國家爲單位的政府間國際組織？ 

A. 中國香港 

B. 中國代表團成員 

C. 香港 

D. 香港特別行政區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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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實施 

憲制秩序及憲制責任 

回答以下問題。 

1. 以下哪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 

（１） 促進經濟發展 

（２） 維護國家主權 

（３） 維護「一國兩制」 

（４） 提供社會福利 

A. 只有（１）及（２） 

B. 只有（２）及（３） 

C. 只有（２）、（３）及（４） 

D. （１）、（２）、（３）及（４） 

 

2. 以下哪項對「一國兩制」的描述正確？ 

（１）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２） 「兩制」從屬於「一國」權 

（３） 「兩制」統一於「一國」之內 

（４） 「一國」與「兩制」相互割裂 

A. 只有（１）及（２） 

B. 只有（３）及（４） 

C. 只有（１）、（２）及（３） 

D. 只有（２）、（３）及（４）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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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這種自治權，包括台灣現行社會、

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等。考慮到這種特殊情況的需要，憲法修改草案第

三十一條規定……這是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基本立場……」 

節錄自：《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 

 

3. 這段話放於香港有何實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憲法》與「一國兩制」有何關係？ 

（１） 《憲法》為「一國兩制」奠定憲法基礎 

（２） 保障「一國兩制」方針不變 

（３） 作為《基本法》的立法依據 

（４） 指導和規範「一國兩制」 

A. 只有（１）及（２） 

B. 只有（２）及（３） 

C. 只有（２）、（３）及（４） 

D. （１）、（２）、（３）及（４） 

 

5. 《憲法》和《基本法》如何構成憲制秩序，並確立「一國兩制」方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 

香港在回歸後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基本法》保障下實行一國兩制，維持資本主義制

度，並得到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權，確保了現行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憲法》第 31條設立，而特區實行的制度亦是根據《憲法》制定，

即在 30年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頒布的《基本法》，自 1997年 7月 1日起施行。《憲

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各種制度，即按照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