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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節 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 

國籍與香港居留權問題 

 

1.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以下哪一類人士不屬於中國公民？ 

A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國  

B 父母無國籍或國籍不明，定居在中國，本人出生在中國 

C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並定居在外國，本人出生時即具有外國國籍 

D 父母雙方或一方為中國公民，本人出生在外國 

 

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如要申請加入中國國籍，毋須

具備以下哪些條件？ 

A 已在中國境內工作至少七年或以上 

B 定居在中國 

C 是中國人的近親屬 

D 願意遵守中國憲法和法律 

 

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香港居留權爭議案例分析 

案例一： 

申請人吳嘉玲和吳丹丹兩人是姊妹，是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她倆分別於 1987

年及 1989年出生，當時她們的父親已是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 7年以上的中國公

民。他在 1976 年來港，兩名申請人則於 1997年 7 月 1日沒有通過入境管制站進入

本港。1997年 7 月 4 日，她們向入境處報到，堅稱根據《基本法》第 24 (2)條第

3款擁有居留權，但未獲入境處處長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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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申請人徐權能先生是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在 1978年出生時，他父親已是在香

港通常居住連續 7年以上的中國公民，並早於 1962年來港，而申請人則於 1997 年

7月 1日沒有通過入境管制站而進入本港。1997 年 7月 3 日，他向入境處報到，堅

稱根據《基本法》第 24(2)條第 3款擁有留權，但未獲入境處處長承認。 

1. 根據資料一、二，吳嘉玲、吳丹丹及徐權能均符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但

為何其權利未獲入境處處長承認？ 

這兩宗案例的爭議焦點是程序問題。當時香港的終審法院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1999

年 6月進行釋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這類人士來香港的時候，是需要按照有秩序的申

請途徑、有一系列的程序要求要先行完成。根據判決，政府有權遣返擁有永久性居民

資格但非經過正常的入境的人士。 

 

案例三： 

申請人張麗華小姐是內地出生的中國籍人士。在 1989年出生時，她父親已是在香

港通常居住連續 7年以上的中國公民，並早於 1967年來港。出世時父母未正式註

冊結婚，其母親在她出生後的第二天便不幸去世。1994 年 12 月，張小姐持雙程證

來港。1995年 1 月，她的雙程證有效期屆滿，之後一直逾期居留。1997 年 7 月 15

日，她向入境處報到，堅稱根據《基本法》第 24(2)條第 3款擁有居留權，但未獲

入境處處長承認。 

2. 張麗華一案的判決如何？有何影響？ 

法庭裁定她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本案的重點是凡具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的

父親，他們在香港以外地方所生的非婚生子女，不論那些子女的母親的身分如何，都

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享有居留權。是非婚生子女的權利保護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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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節 中國國籍及中國公民的概念 

國民身份認同 

觀看影片，然後回答問題。  

1. 張旭東教授認為如何產生國家認同感？ 

「一個群體要認同一個國家，要在最基本層面感受到這個制度實際帶來的好處和

利益。而中國對香港實際帶來的好處，從大的方面來說，香港的安全，在經濟上

為香港帶來很多機會和收益。」 

 

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一： 

國民身份認同這種感情的產生，往往涉及國家的語言、文化傳承、歷史、民生狀

況、政府管治的表現、綜合國力、國際地位等多種因素；而且在不同時期，認同程

度也會因為外在環境或主觀感情的變化而有異。 

不少香港人對於香港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以至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和文

化，都懷有深厚感情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香港為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與國家

緊密相連，故此重視本地身份認同、肯定香港的特色和優勢，同樣可以成為促進國

家發展、關心全國人民福祉，以至提升個人國民身份認同的動力。由此而言，本地

和國家這兩種身份認同，只是在不同層次上的認同表現，兩者是並存和互相促進

的。 

節錄自：〈身份和身份認同〉，《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現代中國》，第 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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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 

2018年 5 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四川省汶川縣映秀鎮漩口中學地震遺址現場出

席 5．12 汶川特大地震紀念活動，其間為死難者默哀和獻花。 

此外，她和特區政府訪問四川代表團成員考察成都市電子科技大學，了解各項人工

智能和機器人的研發項目，並與在四川求學及創業的香港青年茶聚。林鄭月娥表

示，特區政府重視創新科技發展，亦已推出多項政策措施，歡迎在四川的香港青年

日後回香港與特區政府共同推動香港創科發展。 

資料來源：節錄及改寫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18） 

〈行政長官在四川出席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活動〉，  

 

2. 參考資料一，為甚麼認識國家的情況與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有密切關係？談談你的

看法。 

參考答案：「國民身份認同」是指個人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而這種認同在於

個人對於國家的感情、尊重和愛護，並透過增加對國家的認識和理解（例如資料

二提及的國家的語言、文化傳承、歷史、民生狀況、政府管治的表現、綜合國

力、國際地位等因素），由此而產生對國家的歸屬感，以及與之相應的行為。因

此，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和認識國家情況是有密切的關係。 

 

3. 甚麼原因有助提升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以資料二的事件為例，解釋你的答案。 

參考答案一：正如資料一所言，「國民身份認同」需透過增加對國家的認識和理

解，從而產生對國家的歸屬感。特首了解到 5．12 汶川特大地震的歷史，為傷亡

感到哀傷，體現了他們與內地人民休戚與共的情懷。 

參考答案二：特首認識到今日中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研發項目，明白到內地創

新科技發展，並思考特區政府如何和內地共同推動香港創科發展。此舉有助增加

兩地交流和發展，有助加強對國家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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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認為政府/學校如何可以提升香港人/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學校措施 政府措施 

自由作答。例如： 

⚫ 增加學生到內地交流機會 

⚫ 完善香港學校與內地進行交流學習

的長效機制，把參加內地的歷史文

化交流作為香港學校一項實踐性教

學項目，讓所有香港大中小學生都

有機會參加學習中華民族歷史文化

主題的交流活動，通過理論學習與

現場教學相結合，把歷史經典活學

活用，在學校營造出學習與傳承中

華民族優良傳統的文化氛圍。 

⚫ 中、小學在中國語文科、常識科、

公民教育科及通識教育等科目中，

加入有關國民教育的元素。教育局

規定所有官立學校必須在元旦日、

回歸紀念日、國慶日等重要日子升

掛國旗。 

⚫ 推「德育與國民教育科」 

⚫ 增加學生到內地交流機會 

⚫ 完善香港學校與內地進行交流學習

的長效機制，把參加內地的歷史文

化交流作為香港學校一項實踐性教

學項目，讓所有香港大中小學生都

有機會參加學習中華民族歷史文化

主題的交流活動，通過理論學習與

現場教學相結合，把歷史經典活學

活用，在學校營造出學習與傳承中

華民族優良傳統的文化氛圍。 

⚫ 中、小學在中國語文科、常識科、

公民教育科及通識教育等科目中，

加入有關國民教育的元素。 

⚫ 於 2004 年成立「國民教育專責小

組」，專門負責國民教育的推廣工

作。舉辦宣傳活動，例如四套以國

歌《義勇軍進行曲》為主軸的「心

繫家國」電視宣傳短片 

⚫ 安排國家出色運動員來港 

⚫ 將國寶運來香港展覽 

⚫ 加強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如哲學思

想及中國歷史等，包括將更多內地

的珍貴歷史文物運到香港進行公開

展覽。內地駐港機構多舉辦公開的

講座，邀請內地學者到香港講解國

策、國情及外交政策等。 

⚫ 應便利和吸引更多香港學生到內地

升學，並開放更多高質素內地大學

和學科，為香港培養更多熟悉內地

的人才，並讓更多青年人了解和掌

握國家的發展趨勢。在珠三角地區

設立港澳青少年交流培訓基地，以

接待港澳青少年進行國情教育、企

業機構參觀以至兩地學生交流等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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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問題 

1. 你認為在中央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民生等不同方面的表現，如何有助培養

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試舉一例說明之。 

方面 如何培養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 具體例子 

政治 ⚫ 努力改善法治問題，及尊重

人權民意，令香港人更對祖

國建立正面形式。 

⚫ 例子一：199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

反貪污賄賂總局（簡稱反貪總局）

成立，負責偵查貪污賄賂和巨額財

產來源不明的案件。2007年，國家

預防腐敗局正式成立。2018年國家

監察委員會成立，負責依法監察公

職人員行使公權力的情況，展開反

腐敗工作。 

⚫ 例子二：由 1982年起進行了八次

大規模國務院機構改革，逐步精簡

及完善國家行政機構，推進政府職

能的轉變。2018 年 3 月，國務院宣

佈進行機構改革，目標是轉變政府

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新監管方

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

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 

經濟 ⚫ 中國近年經濟發展迅速，並

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佔一席

位，有利香港經濟發展 

⚫ 2019年，全球前五名企業中有三名

是中國企業，每間企業的營業額皆

在 3,500 億美元以上。 

⚫ 2018年全球十大上市公司中，有八

間來自美國，兩間來自中國。來自

中國的騰訊控股和阿里巴巴，各自

市值已超過 4,500億美元，市值比

部分知名企業如 Facebook、強生更

高 

⚫ 中國在經濟方面的硬實力不斷增

強，2019 年 6月，中國外匯儲備總

額為 31,192.3 億美元，位居全球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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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如何培養香港人國民身份認同 具體例子 

文化 

 

 

 

 

 

 

 

 

 

 

⚫ 內地網絡文化的影響力日益

俱增，拉近與香港的文化距

離。 

⚫ 兩地透過旅遊、國情交流活

動、學術交流增多，加強香

港人對內地發展及文化的認

識，消除隔膜 

⚫ 內地互聯網發展一日千里，可理解

為網絡世界裡的名人或意見領袖。

以有「內地第一網紅」之稱的女模

特兒張大奕為例，其網店於 2018

年的淘寶「雙 11」便創出 28 分鐘

賣出一億元人民幣商品的佳績，她

更在 2019年登上《時代》雜誌最

具影響力互聯網人物榜。 

民生 

 

 

 

 

 

 

 

 

 

 

 

⚫ 在醫療、教育、房屋、環境

保育等各方面，都有顯著的

改善，有助提升香港人對國

民身份的認同 

⚫ 近年，國家着力解決農村貧困的問

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逐年增

加，農村貧困人口近年亦不斷減

少，農民生活水平得以改善 

⚫ 截至 2015 年，中國人口的識字率

達為 96.4%。2018年，小學學齡兒

童淨入學率達 100%，全國小學升學

率達 99.1%。人口素質不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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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資料一： 

一個大問題一直盤踞在我腦袋裏： 

 

世界盃怎麽會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除去足球本身的魅力之外，還有什麽超乎其上

而更偉大的東西？ 

 

近來觀看世界盃，忽然從中得到了答案：是由於一種無上崇高的精神情感——國家

榮譽感！ 

 

地球上的人都會有國家的概念，但未必時時都有國家的感情。往往人到異國，思念

家鄉，心懷故國，這國家概念就變得有血有肉，愛國之情來得非常具體。而現代社

會，科技昌達，信息快捷，事事上網，世界真是太小太小，國家的界限似乎也不那麽

清晰了。再說足球正在快速世界化，平日裏各國球員頻繁轉會，往來隨意，致使越來

越多的國家聯賽都具有國際的因素。球員們不論國籍，祇效力於自己的俱樂部，他

們比賽時的激情中完全沒有愛國主義的因子。 

 

然而，到了世界盃大賽，天下大變。各國球員都回國效力，穿上與光榮的國旗同樣色

彩的服裝。在每一場比賽前，還高唱國歌以宣誓對自己祖國的摯愛與忠誠。一種血

緣情感開始在全身的血管裏燃燒起來，而且立刻熱血沸騰。 

 

在歷史時代，國家間經常發生對抗，好男兒戎裝衛國。國家的榮譽往往需要以自己

的生命去換取。但在和平時代，唯有這種國家之間大規模對抗性的大賽，纔可以喚

起那種遙遠而神聖的情感，那就是：爲祖國而戰！  

節選自：馮驥才《國家榮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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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二：網站/影片 

中國文化研究院「通識‧現代中國」網頁

「嫦娥登月背 航天新創舉」 

 

 

中國文化研究院「通識‧現代中國」網頁

「智慧城市在中國」 

 

 

中國文化研究院「通識‧現代中國」網頁

「天問發射 首探火星」 

 

 

中國文化研究院「通識‧現代中國」網頁

「科技創新在中國（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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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研究院「通識‧現代中國」網頁

「中國近年的科技成就」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