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參考資料

（中學版）

Q1 1842 年，香港是因為哪個條約被割讓給英國？

答案： 南京條約

Q2 香港特區政府於哪一年推出措施捍衛港幣和聯繫匯率制度？

答案： 1997年

Q3 香港特區政府舉辦首屆立法會選舉在哪一年？

答案：1998年

Q4 1998年 8 月 28日，在中央政府強大支持下，特區政府投入巨額資金，與國

際炒家開展將近一年的甚麼保衛戰宣告獲勝？

答案： 金融保衛戰

Q5 香港特區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在哪一年舉行？

答案： 1999年

Q6 2000年 12 月 1日，香港正式實施甚麼制度作為就業人士的退休保障？

答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

Q7 2001年，全港最規模最大的哪個圖書館落成？

答案：中央圖書館

Q8 香港特別行政區哪位行政長官，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科學園？

答案：董建華



Q9 位於沙田白石角的香港科學園是在哪一年正式揭幕？

答案：2002年

Q10 2002年 7 月 1日，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主導哪一項制度，

揭開了特區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一頁？

答案：高官問責制

Q11 2003年，香港民政事務局舉辦了甚麼活動，以促進亞洲各國之間的文化合

作？

答案： 亞洲文化合作論壇

Q12 2003年 7 月，中央政府為協助香港走出「非典」疫情後的經濟低迷，推出

開放內地居民赴港甚麼旅遊政策？

答案：「個人遊」

Q13 2003年 6 月 29日，《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訂，

並於 2004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這個協議英文簡稱為？

答案： CEPA

Q14 2005年 12月，哪一个世界組織在香港舉辦部長級會議？

答案：世界貿易組織

Q15 2006年 11 月，陳馮富珍經中國政府提名，獲選哪個世界組織總幹事，為

首位在聯合國機構中擔任最高負責人職位的中國人。

答案：世界衛生組織（WHO）

Q16 港股恒生指數攀上 30,000 點的歷史新高是在哪一年？



答案： 2007年

Q17 2007年，香港回歸 10 週年之際，中央人民政府向特區政府贈送的兩隻熊

貓名字叫甚麼？

答案：「盈盈」和「樂樂」

Q18 2008年，香港承辦了北京奧運會的哪個比賽項目？

答案： 馬術

Q19 2009年 12月 5 日至 13 日，香港舉辦甚麼運動會？一共有 9 個國家和地區

運動員參賽，運動項目和參賽人數創歷史新高。

答案：第五屆東亞運動會

Q20 《最低工資條例》於哪一年在立法會三讀通過？

答案： 2010年

Q21 201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甚麼規劃綱要？首次將港澳部分單獨成章，

並提出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

答案： 「十二五」規劃綱要

Q22 「文憑式收生計劃」（全稱「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在哪一年正式實施？

答案：2012年

Q23 2013年，特區政府將最低時薪從 28港元提高至多少港元?使約 21 萬基層

僱員受惠。

答案： 30



Q24 2014年，香港聯合交易所與內地有關部門和結算機構正式啟動的股票交

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是甚麼？

答案： 滬港通

Q25 2015年 11月，香港特區政府成立甚麼機構，負責制訂全面的創新及科技

政策，結合「官產學研」，加速香港的創新、科技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答案：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

Q26 2016年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監會 8 月 16日在京簽署聯合公告，批准实施

哪種股票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答案： 深港通

Q27 2017年 11 月 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决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中增加

哪部全国性法律？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國歌法）

Q28 2017年，為慶賀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中國海軍哪一編隊訪問香港，為

香港市民送上大禮？

答案：遼寧艦航母編隊（遼寧艦）

Q29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及框架協議》是香港回歸多少周年時簽

署的？

答案： 20周年

Q30 港澳台居民從甚麼時間開始，可以申領內地居住證？

答案： 2018年



Q31 2019年，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和開發甚麼系統幫助「嫦娥四號」登陸月球背

面？

答案：相機指向系統

Q32 2020年 6月 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了哪項全國性法律?

答案：《香港國安法》

Q33 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並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首次將哪個地區納入粵港澳大

灣區重大合作平台？

答案：深港河套

Q34 2021年，香港科技園與香港科技大學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計劃在哪裡建

立孵化基地？引領香港與大灣區的科研及創科增長新機遇。

答案： 廣州南沙

Q35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21年 3月 11日通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決定》（《決定》），這是落實哪一種政治原則的重要制度安排?

答案：愛國者治港

Q36 2012年，教育部在香港實施內地高校免試招生計劃後，參與的內地高等院

校已從 2012年 63 所增加至 2022 年多少所？

答案： 129

Q37 2022年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是在中央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之後

的第____次特首選舉？

答案：1



Q38 香港將與廣東省和澳門將在哪一年舉辦第 15 屆全國運動會？

答案：2025年

Q39 2022年 5 月 8日，李家超在香港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成功高票當選，在

出席投票的 1428名選委中獲得多少票支持？

答案：1416票。

Q40 哪一位運動員為香港贏得回歸後的首面奧運會金牌？

答案：張家朗

Q41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最初是為了解決哪個地區的問題？

答案：台灣

Q42 行政長官會從甚麼機關的主要官員中委任行政會議成員？

答案：行政機關

Q43 根據《基本法》，香港的財政收入是否需要上繳中央？

答案：不需要

Q4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國徽是國家和甚麼的象徵？

答案：主權

Q45 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中的哪個部分代表祖國？

答案：紅旗

Q46 英軍於 1841年 2 月 26日攻佔虎門，哪一位名將英勇戰死？

答案：關天培



Q47 香港《國歌條例》於哪一年正式生效？

答案：2020年

Q48 1941年宋慶齡在港成立了哪個機構以支援中國抗日?

答案：保衛中國同盟

Q49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總則第三條， 國家安全工作的根本

是甚麼？

答案： 政治安全

Q50 香港紅磡海底隧道於哪一年通車？

答案： 1972年

Q51 2018年什麼大橋正式通車，成為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

答案：港珠澳大橋

Q52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 2 個特區和多少個廣東省城市組成？

答案： 9個

Q53 香港和深圳毗鄰的落馬洲河套地區，由誰負責開發？

答案：香港和深圳合作開發

Q54 香港首位獲得小行星命名權的年輕科學家是誰？

答案：陳易希

Q55 香港私家車申請經港珠澳大橋赴澳門的常規配額有效期為幾年？

答案：3年



Q56 世界上距離最長的天然氣輸送工程西氣東輸二線，所覆蓋城市是否包括香

港？

答案： 包括

Q57 若香港與內地進行科研合作，國家科研經費可否過境香港使用？

答案： 可以

Q58 1910年 10 月 1 日廣九鐵路正式通車，當時連接香港到中國大陸的哪座城

市？

答案： 廣州

Q59 香港政府土地發展計劃「明日大嶼」主要在哪裡填海造地？

答案： 大嶼山東部

Q60 香港面向南中國海域，負責保衛這一海域的南海艦隊，其司令部設立在

哪？

答案： 湛江

Q61 粵港澳大灣區有幾個中心城市？

答案：4個（廣州、深圳、香港、澳門）

Q62 「滬港通」和「深港通」正式啟動後，方便甚麼流動？

答案： 資金

Q63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最優越的條件是？

答案： 水陸交通便利



Q64 機器人與智能製造國家與香港聯合工程實驗室是依託下列哪一所大學？

答案：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Q65 中國在 1989年創立的「希望工程」，主要是服務哪類人？

答案： 貧困失學的學生

Q66 以下在香港舉辦的大型體育賽事中，歷史最久的是？

答案： 維港泳

Q 67 《基本法》是通過哪份法律文件公布？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Q 68 《基本法》在哪一年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施行？

答案：1997年

Q 69 《基本法》在哪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答案：第七屆

Q70 誰提出「一國兩制」構思？

答案：鄧小平

Q 71 國家根據哪一份法律文件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Q 72 香港在秦代屬於中國版圖的哪一個縣？

答案： 番禺縣

Q 73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哪一個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Q 74 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甚麼權力？

答案：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Q 75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有甚麼權力？

答案：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Q76 香港特別行政區海關關長可否擁有外國居留權？

答案：否（不可以）

Q77《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多

少年不變？

答案：五十年

Q78 香港回歸前原有的法律是否繼續保留？

答案：除同基本法相抵觸外，予以保留。

Q79 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哪一個機關？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80 哪一個機構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 81 假如香港發生嚴重災害，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以採取哪種方式尋求協

助？

答案：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



Q82 哪一個機構有權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 83 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發回，有關法律將如何處理？

答案：立即失效

Q 84 《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可通過甚麼方式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

施？

答案：公布或立法實施

Q 85 2022 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多少周年？

答案： 25周年

Q86 哪一個機構可以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授予其他權力？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Q87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甚麼人可以參加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的工作？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Q88 中央政府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機構，須徵得哪一個機構的同意，

並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Q 89 《基本法》哪一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答案：第二十三條



Q90 哪一類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香港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Q91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包括哪兩類？

答案：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

Q92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如何實施？

答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予以實施

Q93 哪一種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保護？

答案：新界原居民

Q 94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的外國旅客，是否可以參加區議會立法委選舉？

答案：不可以

Q 95 《基本法》對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年齡要求是多少歲？

答案：年滿 40周歲

Q 96 如要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要經哪一個機構批准？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Q 97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多久？

答案：五年

Q 98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誰申報財產？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Q 99 根據《基本法》，誰擁有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及公布法律的職權？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Q 100 當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認為，立法會通過的一項法案不符合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該怎麼辦？

答案：在三個月內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

Q 101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解散立法會前，必須徵詢哪一個機構的意

見？

答案：行政會議

Q 102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因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而解散立法會，

重選的立法會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做甚

麼？

答案：辭職

Q 103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短期不能履行職務時，應最先由誰代理

行政長官？

答案：政務司司長

Q104 誰可以任免香港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

答案：行政長官

Q105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甚麼工作？

答案：刑事檢察工作

Q 106 根據《基本法》附件二，政府提出的法案，如獲得出席立法會會議的全

體議員的多少票數同意，即為通過？



答案：過半數票同意

Q 107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任期為多久？

答案： 2年

Q108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如何產生？

答案：由立法會議員互選

Q109 誰可以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召開緊急會議？

答案： 行政長官

Q 110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有甚麼法律的職權？

答案：制定、修改和廢除

Q11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根據《基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提出涉

及政府政策的法律草案，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誰的書面同意？

答案：行政長官

Q112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通過的法案，經甚麼程序方可生效？

答案：行政長官簽署、公布

Q113 立法會議員在甚麼時候不受逮捕？

答案：出席會議時和赴會途中

Q 114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接受政府的委任而出任公務人員，立法會

主席該怎麼辦？

答案：宣告其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Q115 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設立甚麼法庭？

答案：上訴法庭和原訟法庭

Q116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由誰任命？

答案：行政長官

Q117 行政長官依法免除終審法院法官的職務，須徵得哪一個機構的同意？

答案：立法會

Q 118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官以外的其他司法人員原有的任免

制度能否繼續保持？

答案：能

Q 119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如何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進

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

答案：通過協商

Q 12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如何和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

答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

Q 121 區議會是否政權性組織？

答案：否

Q 1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否聘請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擔任主要官員，如處

長？

答案：不可以

Q 123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並效忠甚麼？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Q 124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是否需要上繳中央人民政府？

答案：不需要

Q 125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以甚麼為原則？

答案： 量入為出

Q 126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否實行外匯管制政策？

答案：否

Q 127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以甚麼名義參加有關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貿易協定？

答案：中國香港

Q 128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滿期而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約會被如何處

理？

答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制定法律和政策處理

Q 129 甚麼船隻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須經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許可？

答案：外國軍用船隻

Q 130 甚麼航空器進入香港特別行政區前，須經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許可？

答案：外國國家航空器

Q 131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取得專業和執業資格者，可否保留原有的資

格？

答案：可以



Q 132 《基本法》是否保障香港私人企業主的合法財產？

答案：是

Q133 根據《基本法》，勞工的甚麼權利受法律保護？

答案：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

Q 134 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協議可否繼續適用？

答案：可以

Q 135 香港特別行政區要在外國設立官方經濟機構，須報哪一個機構備案？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 136 外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官方機構，須經哪一個機構批准？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 137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基本法》進行解釋前，須徵詢哪一

個機關的意見？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基本法委員

會）

Q 138 《基本法》的修改議案在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程前，先由哪一個

機構研究並提出意見？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基本法委員

會）

Q 139 《香港國安法》在哪天公布實施？

答案：2020年 6 月 30 日



Q 140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是誰？

答案：習近平

Q 141 哪一個機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國家安全事務負有根本責任？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 142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解釋權屬於哪一個機

構？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Q 143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甚麼時候開始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答案：1997年 7 月 1 日

Q 144 哪一個政府部門負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檢控工作？

答案：律政司

Q 145 《香港國安法》懲處的四大罪行是甚麼？

答案：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

Q 146 香港特別行政區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時，當某人獲司法程序宣告

無罪，他會否就同一行為再予審判？

答案：不會

Q 147 香港特別行政區警務處設立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負責甚麼工作？

答案：收集分析涉及國家安全的情報信息



Q 148 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負責人及律政司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

責人由誰任命？

答案：行政長官

Q 149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書長由誰任命？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 150 辦理《香港國安法》的執法和司法機關及其人員，應否公開辦案過程中

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

答案：不應

Q 151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參加區議會、立法會選舉時須簽署確認甚麼？

答案：確認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Q 152 危害國家安全罪犯案件可在甚麼法院審理？

答案：裁判法院、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和終審法院

Q 153 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香港國安法》規定所犯

的罪行，是否適用於《香港國安法》？

答案：是

Q 154 《國安法》尊重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權、 終審權及甚麼？

答案：核心價值

Q 155 國家安全的 16個範疇包括哪些領域？

答案：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

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

空安全、深海安全、極地安全



Q 156 國家安全除了重視外部安全，還重視甚麼安全？

答案：內部安全

Q 157 《香港國安法》會不會影響香港居民的遊行、示威、新聞、言論等基本

權利和自由？

答案：不會

Q 158 中國努力爭取於哪一年前實現碳中和？

答案：2060年

Q 159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跟國家安全的哪一個領域有直接關係？

答案：生物安全

Q 160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訂於每年的哪一天？

答案：4月 15 日

Q 161 2019 年 1 月 2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 週

年紀念會上發表有關甚麼問題的重要講話？

答案：和平統一

Q 162 台灣是否獨立的國家？

答案：不是

Q 16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作曲人是誰？

答案：聶耳

Q 164 國旗與其他旗幟同時升掛時，須將國旗置於哪個位置？



答案：中心、較高或者突出的位置

Q 165 《國旗及國徽（修訂）條例》在哪一天正式刊憲生效？

答案：2021年 10 月 8 日

Q1 66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

答案：五星紅旗

Q 167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是甚麼？

答案：社會主義制度

Q 168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誰？

答案：人民

Q 169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甚麼原則？

答案：民主集中制

Q 170 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甚麼制度？

答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Q 171 中國城市的土地屬於誰所有？

答案：國家

Q 172 國家禁止任何個人破壞甚麼財產？

答案：國家和集體

Q 173 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甚麼權利？

答案：自主經營



Q 174 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企業和其他外國經濟組織，以及中外合資經營企業的

合法權利和利益受甚麼法律保護？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Q 175 有權決定設立特別行政區的國家機關是？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Q 176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語言是？

答案：普通話

Q 177 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是？

答案：國有經濟

Q 178 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甚麼環境？

答案：生態環境

Q 179 根據《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國家鎮壓甚麼犯罪活動？

答案：叛國和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

Q 180 全國性行政區域劃分有哪些？

答案：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

Q 181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年滿多少周歲有選舉權？

答案：年滿十八周歲

Q 182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否有宗教信仰自由？

答案：是



Q 183 根據《憲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甚麼不受侵犯？

答案：人格尊嚴

Q184 國家對就業前的公民進行甚麼必要的訓練？

答案：勞動就業訓練

Q185 具有中國公民資格的法定條件是甚麼？

答案：具有中國國籍

Q 186 是否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

答案：是

Q 187 《憲法》對男女工資有甚麼規定？

答案：男女同工同酬

Q188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華僑的哪些方面？

答案：正當的權利和利益

Q 189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能否損害其他公民的合

法自由和權利？

答案：不能

Q 190 是否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有維護國家統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

務？

答案：是

Q191 是否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



答案：是

Q 192 是否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均不得有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

為？

答案：是

Q193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否有服兵役的義務？

答案：有

Q 194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沒有義務納稅？

答案：有

Q 195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改須由多少比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通

過？

答案：三分之二以上

Q196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由哪一位召集？

答案：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Q197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甚麼？

答案：國務院

Q 198 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全體會議由誰召集？

答案：國務院總理

Q19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周圍是穀穗和齒輪，中間是五星和什麼建築？

答案：天安門



Q 200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於因為政治原因要求避難的外國人，可以給予甚麼權

利？

答案：受庇護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