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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關鍵期 新教材助民「識法」
林鄭：基本法「安民之基 治港之本」特區政府加強宣傳

邀6中學試教 學生反應正面吳克儉：內容全面「與時並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特區教育
局為初中師生製作的「活學趣論．基本說法─
《基本法》視像教材套2015」，內容全面涵蓋
五大單元，由香港基本法緣起開始，還包括中
央與香港特區關係、法律與高度自治等，及說
明了香港基本法與日常生活及港人治港情況
（見表）。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指，新的教材套
「與時並進」，增加不同的溝通學習模式，及
加強和澄清每個人的權利與義務部分。

五單元各有相應學習目標
教育局的新教材包含視像光碟、教學及課時
建議、討論大綱、延伸閱讀建議、專題研習建
議、建議考評資料等，分為五大單元各有相應
的學習目標，每單元再各分為兩個主題探討。

單元一介紹了香港基本法的背景，由歷史上的
不平等條約開始，至中英談判及正式簽署《中
英聯合聲明》，又說明基本法的起草及諮詢工
作及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而實施的
情況。
單元二則說明香港基本法的「一國兩制」原

則與五十年不變的理念基礎，及條文中香港特
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的內容，從中引導
師生深入認識；單元三則希望幫助師生認識中
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及香港基本法內有關特
區行政長官的工作內容。同時，教材套中也深
入探討法律與高度自治、香港基本法與日常生
活及港人治港等重點內容。

「明法達義」教材6月推電子版

教育局過去曾就香港基本法推出不同的教材，
包括2011年推出同樣供初中師生的「明法達義
─《基本法》教材套」，其中有提及有關抗爭的
爭議等內容，吳克儉昨日指出，「明法達義」教
材會於6月推出電子版，並會更新及加強部分資
料，其中涉及在抗爭時違法的爭議及探討會保
留。新的視像教材與現有教材屬相輔相成，而非
「取代」的關係，重點是「與時並進」，增加不
同的溝通和學習模式，並加強和澄清了香港基本
法下每個人的權利與義務部分。
在新教材外，吳克儉指，局方會有其他香港

基本法推廣活動，包括有約100間學校參加、
本星期六舉行決賽的全港中小學網上問答比
賽，提供不同機會給學生多認識及接觸香港基
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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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教育局昨日舉行「活學趣論．基本說法—
《基本法》視像教材套2015」發布會暨研討

會，約300名教育界人士，包括辦學團體代表、校長
及副校長等人參與。除林鄭月娥及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外，活動並邀得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委員譚惠珠及陳弘毅，香港基本法
推廣督導委員會教師及學生工作小組召集人戴希立和
前召集人高寶齡，和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
李浩然等嘉賓出席。

為港續邁步向前提供堅實基礎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指出，25年前頒布的香港基本
法，是以法律形式明確闡述並落實國家對香港的基本
方針，是一份對香港特區極為重要的憲制性文件。
「它保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為香港繼續邁步向前提
供了堅實的基礎，亦保障了市民的權利和自由。基本
法不單關乎香港的現時情況，也關乎香港的未來發
展，以及香港在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
她主動提到，今年是香港政制發展關鍵的一年，
特區政府已於上周三發表《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
諮詢報告及方案》，立法會稍後將審議有關決議案
及進行表決。當社會討論特首產生辦法時，香港市
民必須考慮到特區成立的歷史背景、明白特區在
「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地位，及了解以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為基礎的法律
框架。

中央有憲制權責規定特區政制
林鄭月娥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中央有憲制權
責規定特區實行的政治體制，例如在修改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的「五步曲」憲制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第二步，即決定是否有需要修改特首產生辦法及第五
步，即批准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及行
政長官同意的方案均有其憲制角色。
她強調，政改必須建基於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相關的解釋和決定，「否則就是不切實際，無
助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她期
望通過新的視像教材，協助教師以生動的方式帶領學
生更準確地認識基本法的內容，讓學習更有效率，並
讓下一代更深入認識這份落實國家對香港的承諾、奠
定香港成功基礎的憲制性文件。

培養更多專家向各界講解基本法
林鄭月娥表示，由她擔任主席的香港基本法推廣
督導委員會，會繼續與各相關部門合作，加強支援基
本法的推廣和教育，包括培養更多專家向社會各界講
解基本法，並着手建立一個資料庫，更有系統地整理
一些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基本法案例，顯示出基本法的
豐富內涵和強大生命力，以便更有效地推展日後的推
廣工作。
吳克儉在致辭表示，香港年輕一代對基本法的草
擬歷程可能較為陌生，故局方特別製作全新的視像教
材套，讓年輕人體會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背景和發展歷
程，藉此幫助學生了解基本法的憲制地位與「一國兩
制」的主題，及探討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他指出，全港學校可自由選擇採用此教材套，相
信教師可靈活運用當中材料，讓學生學習香港基本法
更具成效，學界人士也可繼續向年輕人積極推廣基本
法的資訊。小學版的視像教材套，則將於今年下半年
推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為配合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的推廣工作，特區教育

局昨日推出為初中生而設的全新「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基本法》視像教材套

2015」，協助教師以生動有趣的教學手法，幫助學生認識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密切關

係。主持教材發布會的特區政務司司長兼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形

容，香港基本法是「安民之基、治港之本」，也是香港向前邁進的動力，在政改發展的

關鍵時期，香港市民需要了解以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為基礎

的法律框架，特區政府會加強對香港基本法的宣傳工作。

新推的香港基本法視像教材套的一大特色是
「學生為本」，先行採用論壇方式讓來自11間
學校的初中生與4位資深法律專家對談，讓學生
從自己的角度，就香港基本法的由來、其中
「50年不變」的基礎理念，以至港人參與「中

國好聲音」節目要註明代表「中國香港」等，向專家提出疑
問，並由專家深入淺出地加以解說。學生在論壇中提出的問
題，也輯錄成五個單元中的討論問題，成為學校課堂的討論
基礎。這些視像片段正好為其他初中生提供一個更生動有趣
的認識途徑。
教育局為讓學生更容易領悟香港基本法的內容，特別舉行學

生論壇，邀請了特區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陳兆愷、全國人大常
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委員譚惠珠，及香港基
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與學生進行即場對話，並拍
攝成24段論壇及專訪視像短片，成為教材套一部分。
在片段中，不少學生就香港基本法所提出的問題都反映了香

港年輕人關注的焦點，例如有學生提出「50年不變的限期一
到，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會否有所改變？」
譚惠珠在回應時引述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曾提及「我看五十
年後，也不需要變」的言論，指香港在2047年後仍能保持原有
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生活方式。李浩然則回應指，這要因
應香港當時的情況，如屆時社會有新的想法，也有改變的可
能。

學生提問「中國香港」參賽身份
有學生則問及，為何港人參與內地電視節目「中國好聲音」

時，要註明代表地區為「中國香港」，但其他參賽者如上海的
卻只需註明上海而非「中國上海」。李浩然解釋指，香港作為
一個特區可有特別的制度安排，例如香港基本法第一四九條提
及可以「中國香港」身份，到不同的地方出席活動、參加運動
會等，他相信是節目主辦單位根據有關內容引申，讓港人參與
活動時使用「中國香港」的身份。
該4位資深法律專家也有專訪片段，分享他們對「一國兩
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法律與高度自治等主題的看法，讓
學生更容易了解這些法律概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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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香港基本法視

像教材套正式推出前教
育局邀請了6間中學作
試教並提供建議。有份
試教的學校認為，教材

有助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香港基本法
的理念，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
試教校之一、福建中學（小西灣）
通識科主任李偉雄昨日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該校早前在其中一班中一
的通識科，以補課形式試教了單元五
「日常生活與港人治港」，發現通過
教材內的多個生活情景、摘要圖，及
視像短片等，更能引導學生就香港基
本法相關的內容主動提問，並學會融
會貫通課堂內容與生活事例，多角度
思考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故事表達有趣味，提高學習興趣」
李偉雄續說，學生對教材普遍反應
正面，「因為將基本法內容以故事情
節表達會較有趣味，提高學生的學習
興趣。」該校正考慮在初中通識科全
面引入此教材，輔助教授香港基本法
的相關內容。
派出學生參與拍攝學生論壇的獅子

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表示，參與的學
生有反映指，能與資深法律專家對
談，不單可解開原有疑問，更能進一
步了解香港基本法與日常生活的密切
關係。該校正考慮如何將教材剪裁，
研究於不同學科適當地引入相關環
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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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一：緣來《基本法》

主題 討論問題（部分）
1.緣來《基本法》 為甚麼中、英兩國要就香港的前途進行談判？

你知道《中英聯合聲明》有甚麼重點嗎？
2.《基本法》的產生與香港回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有甚麼關係？

《中英聯合聲明》能有效保障《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實嗎？

單元二：「一國兩制」與五十年不變
主題 討論問題（部分）
1. 「一國兩制」 《基本法》中訂定「一國兩制」的原則，為甚麼條文中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你認為「不可分離」是指哪幾方面？
2. 五十年不變 《基本法》保障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但是五十年期限完結後，

香港會否採用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以維持兩地間的緊密關係和促進共融？試說
說你的看法。

單元三：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主題 討論問題（部分）
1.中央和香港特別 根據《基本法》第十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但特別行政區沒有最終
行政區的關係 的釋法權，這樣算是擁有獨立司法權嗎？你認為甚麼是獨立司法權呢？

2.政治體制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即行政長官有甚麼權力？
根據《基本法》第十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備案。為甚麼在第四十八條中，列明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需要將特別行政區政府的財政預算、決算報
中央人民政府備案？備案是甚麼意思？

單元四：法律與高度自治
主題 討論問題（部分）
1.法律 香港在1997年前已沿用普通法，而中國內地奉行大陸法系。那麼2047年後，香港將沿用普通法，

還是大陸法？
誰可解釋《基本法》？請問甚麼是「釋法」？甚麼情況下需要「釋法」？「釋法」可由誰人提出？

2.高度自治 根據《基本法》第二章，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高度自治」的定義是甚麼？包括哪幾方面？
請問這高度自治的「高度」有多高？你認為在回歸以來，在香港有沒有實行高度自治呢？

單元五：日常生活與港人治港
主題 討論問題（部分）
1.《基本法》與日常生活 有市民認為中國內地居民以「個人遊」簽注(通稱「自由行」)來港購物已對日常生

活造成很大影響，如果香港政府限制「自由行」購物，會否違反《基本法》條文？
2. 港人治港 在香港長大的外籍人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及持有外地護照，能否參選立法

會議員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要官員？

資料來源：「活學趣論‧基本說法─《基本法》視像教材套2015」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子優

學習目標：
■認識《基本法》的由來；
■了解《中英聯合聲明》和

《基本法》的關係
■認識《基本法》的產生過

程。

學習目標：
■認識《基本法》中「一國
兩制」的理念基礎；

■了解「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落實情況；

■認識《基本法》中五十年
不變的理念基礎。

學習目標：
■認識中央和香港 特
別行政區的關係；

■了解《基本法》 第
四 章 政 治 體 制
中，有關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的
工作內容。

學習目標：
■認識《基本法》是

香港的憲制性文件；
■認識《基本法》的

解釋權及修改權；
■了解高度自治在香

港的落實情況。

學習目標：
■了解《基本法》和香港
居民的生活是息息相
關；

■認識《基本法》中港人
治港的理念基礎。

《基本法》視像教材套2015各單元主要內容

▲教育局為初中生製作的「活學趣論‧基
本 說 法 —《 基 本 法 》 視 像 教 材 套
2015」。 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吳克儉、梁愛詩、譚惠珠和陳弘毅等嘉賓主持啟動儀式。 曾慶威 攝

◀陳弘毅就《基本法》25周年歷程發表
專題演講。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