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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節至第 6節 平衡法治和人權 

法治與人權 

回答以下問題。 

1. 「法治」是指甚麼？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答案。 

「法治」是指一些基本法律原則，這些原則規限在香港行使 ___________ 的

方式。法治一詞具有多個不同的涵義和推論，其主要涵義是政府和所有公務人員的

權力均來自表述於 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 的判決中的法律。 

香港的政府系統內貫徹著一個原則，就是任何人除非有法律根據，否則不可以

作出構成法律過失或會影響他人 ___________ 的行為。如果作出行為的人不能提

出其行為的法律根據，受影響的人可訴諸法院，法院可能裁決該行為 

___________，不具法律效力，並下令受影響的人可獲 ___________ 。 

 

2. 法治一般而言有哪些主要原則？把以下法治的原則及其解釋配對。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 政府要依法管治，故此政府的權力

受到約束。 

   

法律制度公平、公開及一致 ․        ․ 
每個人不分社會階層、經濟背景、

種族和宗教等都受到法律保障。 

   

政府的權力為法律所約束 ․        ․ 
根據法治原則，法院必須獨立於行

政機關。 

   

司法獨立 ․        ․ 
通過既定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正；

在應用時須公平、公開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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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網找資料，看看上頁的法治原則體現在《基本法》的哪些 

   條文上？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答案。 

 

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 

 《基本法》第 _______ 條 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法律制度公平、

公開及一致  

 

 《基本法》第 _______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依照本法第

18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______________ ，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 

《基本法》第 87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

中保留原在香港適用的原則和當事人享有的權利。任何人在

被合法拘捕後，享有盡早接受司法機關 __________ 的權

利，未經司法機關判罪之前均假定 __________ 。 

   

政府的權力為法

律所約束 

 《基本法》第 64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 __________ 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

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 __________ 的

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 __________ 批准。 

   

司法獨立  《基本法》第 83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組織和職權

由 __________ 規定。 

《基本法》第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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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 追究。 

 

25 

84 

法律審判案件 

公正審判 

無罪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 

立法會 

法律 

法律 

《基本法》  

 

 

 

 

https://www.basiclaw.gov.hk/tc/basicla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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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治」與「人權」的關係是怎樣的？在橫線上填上適當的答案。 

․ 沒有法治，就不能充分 ________ 和 ________ 基本人權如民主、平等、自由

等。踐踏法治，勢必侵犯 ________。 

․ 保障 ________ 是制定法律的目的。人權保障的不斷 ________，也會促進法

治的不斷 ________。 

․ 維護法治與保障人權不是對立的，而是 ____________ 及 ____________ 的。 

 

 

保障 尊重 

人權 

相輔相成 內在統一 

進步 

完善 

人權 



 

 1 

第 5節至第 6節 平衡法治和人權 

《香港國安法》與人權的保障 

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 A：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

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

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香港國安法》第四條 

 

資料 B：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既健全完善了香港的法治，又促進了香港的人權保

障。 

 

資料 C： 

《香港國安法》制定的目的是為了有力地防範、遏制、懲治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 

 

資料 D： 

通過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爲，有效地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秩序。 

 

資料 E： 

2020年 6月 30日《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和實施，有效地止暴治亂，香港社會生活恢

復平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及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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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頁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 根據資料 A，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會否受到損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根據資料 B至 E，說明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對香港市民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下，香港人的基本權利會受到保障。 

• 《香港國安法》第四條列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 

• 保護香港特區居民根據《基本法》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

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和自由。 

• 《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令香港的法治更健全和完善，亦促進了香港的人權

保障。 

• 《香港國安法》制定的目的是為了有力地防範、遏制、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 其推出後，通過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爲，有效地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

利益，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秩序。 

• 香港社會生活恢復平靜，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及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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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節至第 6節 平衡法治和人權 

《香港國安法》與香港的經濟 

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 A： 

香港居民享有的包括出入境自由、信仰自由、進行學術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

文化活動的自由均受《基本法》的明確保障。 

《香港國安法》規定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是針對特定犯罪行為，

在法律中有清晰界定，不會影響個人、團體或企業與外國或境外的正常交往活動。 

 

資料 B： 

有關立法將使香港有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更加穩定的社會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

和營商環境，將更有利於維護香港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 

不僅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正當權益，反而有利於保障各國企業依法經營和商

務往來；消除本地和外國商界人士對「暴恐」等香港社會亂象的極度擔憂，為外國

投資者營造法治更加健全、穩定和可靠的營商環境。 

 

小知識： 

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 

 以澳門特別行政區為例，2009年，澳門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第 23條通過維

護國家安全法。從 2009年到 2019年，澳門 GDP增長了 153%，遊客數量增長了 81%，

總體失業率降至十年內最低。 

 可見立法將使一個地方有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更加穩定的社會秩序、更加良好

的法治和營商環境，將更有利於維護當地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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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頁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 參考資料 A及 B，指出及說明兩個使香港能夠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原因。 

法律保障 

 

 

 

社會穩定 

 

 

 

 

2. 假如你是一名在投資的外國商人，你會因《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而選擇離開香港

嗎？參考資料，說明你的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居民享有的自由受《基本法》的明確保障。 

• 香港有完備的法律體系、良好的法治，有利於保障各國企業依法經營和

商務往來，為外國投資者營造法治更加健全、穩定和可靠的營商環境。 

• 香港有穩定的社會秩序，有良好的法治和營商環境，有利於維護香港的

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 

自由作答。我會選擇留港，因為： 

•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能夠使香港有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更穩定的社會秩序、

更良好的法治和營商環境，有利於維護香港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位。 

• 有關立法不會影響我們在香港的正當權益，反而有利於保障外國企業經營和商務

往來；亦消除我們對香港社會亂象的擔憂，營造法治更健全、穩定和可靠的營商

環境。 

• 有關法例只針對特定犯罪行為，不會影響我們的正常交往活動。 

• 以澳門特區為例，2009年澳門政府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法後，從 2009年到 2019

年澳門 GDP增長了 153%，遊客數量增長了 81%，總體失業率降至十年內最低。 

• 可見立法使一個地方有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更加穩定的社會秩序、更加良好的

法治和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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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節至第 6節 平衡法治和人權 

香港與國安法有關的機構 

閱讀以下資料。 

資料 A： 

「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事

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並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 

《香港國安法》第 12條 

 

資料 B：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在 2020年 7月 6日舉行首次會議，全體成員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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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C： 

國安委的職責為： 

（一）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作，制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政策； 

（二）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 

（三）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香港國安法》同條亦明確規定國安委的工作不受特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

的干涉，工作資訊不予公開，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 

《香港國安法》第 14條 

 

資料 D： 

「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行使相關權力。 

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

聯合派出。」 

《香港國安法》第 12條 

 

資料 E： 

《港區國安法》對駐港國安公署的執法權有明確規定，只適用於「特定情形下」。公

署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和執法，都必將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符合法定職能，遵循法

定程序。 

《港區國安法》也明確規定駐港國安公署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中央機

構監管，不得侵害任何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公署人員也須遵守香港特區法律。 

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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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頁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1. 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甚麼人組成？寫出其中四人的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甚麼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國家安全委員接受誰的監督和向誰問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警務處處長蕭澤頤、警務處副處長劉賜蕙、入境事務處處長區

嘉宏、海關關長鄧以海、特首辦主任陳國基、特首辦主任陳國基、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以上任何四人的名字) 

• 分析研判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形勢，規劃有關工作，制定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的安全政策； 

• 推進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 

• 協調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重點工作和重大行動。 

• 國家安全委員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監督和問責。 

• 國家安全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也是國家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 

• 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政府的首要責任，也是地方政府的基本義務。 

• 國安委的工作不受特區任何其他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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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國安法》的執行機關叫甚麼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這個機關的主要工作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這個機關在香港的執法權限有哪些？其執法人員是否須受香港特區本地法律約

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行使相關權力。 

• 駐港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人員由中央人民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聯合派出。 

• 《港區國安法》對駐港國安公署的執法權有明確規定，只適用於「特定情形下」。 

• 公署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和執法，都必將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符合法定職能，遵循

法定程序。 

• 《港區國安法》明確規定駐港國安公署應當嚴格依法履行職責，依法接受中央機構

監管，不得侵害任何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公署人員也須遵守香港特區法律。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