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主辦：香港善德基金會 

協辦：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島校長聯會、 

新界校長會、香港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支持機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教育局 

統籌：新界校長會 

資助：《基本法》推廣活動資助計劃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網上問答及專題報告比賽 2021 
 

甲、目的：透過舉辦全港中學校際比賽，鼓勵中學生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下稱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

法》）的條文和理念，做個明法行義的好公民。 

乙、對象：全港中學生 

丙、比賽形式及參加辦法： 

一. 本章程連參考文章、參賽學生名單（空白 excel表），可於 ntsha.org.hk

「最新消息」欄下載； 

二. 查詢電話：26503115（蔡先生或陳先生）； 

三. 比賽以學校為參賽單位，由學校安排學生參加，分「網上問答」及「專

題報告」兩部分。參賽學校報名後須於 5 月 3 日或之前分別遞交「網上

問答」（人數不限）和「專題報告」（最多八人）的參賽學生名單。 

1. 網上問答 

人數不限，參賽者需要在大會指定的日期、時間內，到網上連結

作答大會的問題卷。問題卷共有 40題多項選擇題，每題 2分，共

80分。每名學生只可答題一次，並需填妥校名、中文姓名（沒有

中文姓名方可提供其他語文）、班別、學號等資料方為有效，如有

重複，只採用首次遞交的答題卷。 

評分準則： 

1.1. 學校得分 ＝ （學生總得分 ÷ 全校學生總人數） × 10，以競

逐網上問答學校獎項，高分者勝，同分以最後一名學生完成

時間計算，快者為勝。 

1.2. 學生個人得分 ＝ 該卷得分，高分者勝，同分以較早完成者

截止日期：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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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每校最高分百分之十（只計算整數）的參賽學生得分達

40分或以上均獲獎勵。 

1.3. 比賽日期：2021年 5月 8日（星期六）上午 11:00-中午 12:00 

2. 專題報告 

2.1. 主題 

透過專題報告，闡明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基本

法》如何促進香港 1.繁榮、2.穩定  和  3.市民權利受到保

障。請選其中一項作專題報告。 

2.2. 參賽要求 

每間參賽學校提交一份專題報告，以 ppt或 pptx格式製成，

負責製作的學生人數不超過八人（獎項證書最多只設八張），

參與影音製作、演出人數不限。 

2.3. 內容 

報告需用中文撰寫，表達方式不限，須自擬題目，可用文

字、圖畫、相片、影音或其他媒體等展示題目，檔案須能以

“Windows Media Player”程式播放或網頁瀏覽器讀取(限

Google Chrome或 IE 8.0 或以上版本，及並不需要安裝或下

載額外的外掛程式)。所有內容，包括版頭、參考目錄、名單

等不可超過 30頁，影、音等資料總時間不超過 15分鐘，字

體須為 24號或以上。專題報告首頁須有題目、學校名稱，末

頁列出負責製作學生姓名和班別。所用影、音等媒體檔須存

在光碟內，不能用超連結到其他網上資料。整個 ppt或 pptx

報告，不可大於 4.5 GigaByte。參賽學校須把載有 ppt或

pptx格式的報告（包括影、音等資料）及報告的 pdf電子光

碟，連同填妥的參賽表格郵寄新界大埔太和鄰里社區中心 5

字樓本會收。 

2.4. 版權 

參賽作品版權屬主辦單位所有。凡參加本比賽即代表已同意

主辦單位將得獎作品出版、展示及在任何媒體發布，主辦單

位毋須另行徵求參賽者或學校的同意。 

參賽者及學校務必尊重知識產權，所有引用資料（包括文

章、文獻、書籍、網頁、圖片、圖表等）須註釋出處。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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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版權的資料，參賽者須處理有關申請，才可使用。參賽

學校須確保作品並無侵權行為。 

2.5. 提交日期：2021年 5月 10日下午 5:00前。 

2.6. 評分準則 

題目 20分、內容結構 60分、論證分析 60分、資料運用 40

分、表達形式 20分，總分 200分。 

丁、網上問答題目範圍： 

一、香港政府《基本法》網站 www.basiclaw.gov.hk 所載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2020 年 7月版）：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 頁） 

2. 序言（第 3-5頁） 

3. 第一章 總綱 一至三十二條 （第 6-12頁） 

4. 第三章 國家機構 第一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十七至七十八條

（第 17-22頁） 

二、香港政府《基本法》網站 www.basiclaw.gov.hk 所載之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2020 年 7月版）全部內容。 

三、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  30 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節錄） 

（張曉明 2020年 6月 8日）（見附頁） 

戊、比賽計分和獎項 

一、整體比賽校際獎項：網上問答 + 專題報告 

獲得名次的學校，香港善德基金會將會登報表揚 

冠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10,000 

亞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6,000 

季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4,000 

優異獎三名：各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2,000 

二、網上問答校際獎項 

一等獎兩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2,000 

二等獎兩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1,500 

三等獎兩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1,000 

三、網上問答個人獎項 

http://www.basiclaw.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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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校最高分百分之十（只計算整數）的參賽學生得分達 40分或以上，

每人可獲證書乙張及書卷港幣$100 

四、專題報告校際獎項 

一等獎兩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2,000 

二等獎兩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1,500 

三等獎兩名：可獲獎座及書券港幣$1,000 

每隊八名負責製作學生（不超過八名）可獲獎座乙件及證書乙張 

己、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 4月 28日 

庚、賽果公佈及頒獎典禮：賽果將於 6月 5日或之前在網頁 ntsha.org.hk「最新

消息」欄公佈，並另函通知得獎學校。頒獎禮於 6 月

26 日下午 3:00 假沙田石門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學校舉行。 

申、備註：大會對本比賽章程有最終的解釋及修訂權，如有任何爭議，以大會裁

決為最終決定，不得異議。大會採用繁體中文為工作語文，亦接受使

用內地通用的規範漢字。 

此刊物及計劃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立場。 

癸、重要日 期列表 

日期 事項 

4月 28日 （星期三） 截止報名 

5月 3日 （星期一）   

下午 5:00前 

截止遞交 1.網上問答、2.專題報告參賽學生資料

（可於 ntsha.org.hk「最新消息」欄下載空白 excel

表） 

5月 8日 （星期六） 

上午 11:00-12:00 

網上問答比賽 

5月 10日（星期一）   

下午 5:00前 

截止遞交專題報告光碟【載有或 ppt或 pptx格式的

報告（包括影、音資料）以及報告的 pdf檔案】 

6月 5日 （星期六） 公佈比賽結果 

6月 26日（星期六） 

下午 3:00 

頒獎禮 

http://nts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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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在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 30 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節錄） 

張曉明  2020 年 6 月 8 日 

 

 以 50 年為一個時段來計算的話，“一國兩制”實踐已進入中期。作為前無古人的創舉，它

所取得的成功已載入史冊。特別是交接順利、過渡平穩、制度不變、高度自治、自由開放以

及兩次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快速復蘇等等，都超出了許多人的預言。但是，正如任何新生

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實踐在探索前進的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路障，碰到了一些挑戰，顯

露出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頂層制度設計的局限和實際工作的不足，有不少值得我們反思和改

進的地方。特別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

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那麼，到底甚麼是香港現在的主要問題呢？答案無疑會見仁見智。我認為，香港的主要

問題不是經濟問題，也不是困擾基層民眾的住房、就業等民生問題，或者利益階層固化、年

輕人向上流動困難等社會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其集中體現是，在建設一個甚麼樣的香港這

個根本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甚至對立。我們要建設一個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並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香港，但反對派及其背後的外部勢力則企圖把香港變成

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變成一個反華反共的橋頭堡，變成外部勢力一枚牽制和遏制

中國發展的棋子。這是影響“一國兩制”全面準確實施和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矛盾，

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亂象和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都是由這個主要矛盾決定的。 

 
 從現象上看，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社會高度政治化、泛政治化和民粹主義化，是政府施

政動輒得咎，是國家安全處於不設防狀態，是國民教育難以推行，是充斥於媒體的對國家的

各種負面報導，是學校考試題的荒誕不經，是把香港與內地隔絕的各種言論和舉動，是為香

港發展提供空間和動力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受到抵制等等。究其本質，是香港內外反華反共

勢力蓄意製造的政治對立。他們的目標，不只是要搞亂香港，在香港奪權變天，而且要推翻

國家政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是有人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

叫嚷，要讓香港成為嵌進中國內部的“特洛伊木馬”嗎？不是有人誓言要“為美國而戰”嗎？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 5 月底發表的聲明不是還透露說“美國一度希望自由和繁榮的香港能夠為威權

中國提供榜樣”嗎？所以，我上面講的判斷並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他們真實的妄想。我想，

現在到了“打開窗戶說亮話”、一語道破的時候了。只有把香港問題的本質點破、說透，不諱

疾忌醫，敢於直面所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根治的辦法。當然，相對

於身體疾病而言，社會問題成因更複雜，治理難度也要大得多。 

 
 這次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顯示

的是一種撥亂反正的決心和意志，採取的是既治標又治本的辦法，目的既是為了維護國家安

全，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了幫香港早日走出亂局和困局，重返正軌。如果任由

香港局勢在反對派和一些外部勢力主導下發展下去，甚至順著他們的腔調和他們設計的路

徑，通過倉促實行所謂“真普選”尋求出路，那麼香港只會陷入惡性循環，社會會越來越分

化，與國家會越來越對立，不僅繁榮穩定難以為繼，“一國兩制”也可能被他們毀於一旦。我

還注意到，香港社會不少人已在展望 2047 年後“一國兩制”的前途命運，我們確實要考慮一

下，香港拿甚麼樣的記錄來獲得屆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代表的全國人民的新的授權呢？ 

（約 14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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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網上問答及專題報告比賽 2021 

參賽學校資料表格 

（請於 2021年 4月 28日或之前傳真 26503665報名參加） 

 

敬覆者： 

本校（正楷中文校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現報名參加「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

網上問答及專題報告比賽 2021。並將於 5 月 3 日或之前，用 excel 分別把參加

1.網上問答、2.專題報告 的參賽學生中文姓名、班別和學號，電郵至

ntsha@biznetvigator.com。 

 

2021年 3月 1日在籍學生總人數：_______________人 

負責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用來提供網上問答連結）﹕_______________  

 

校長簽署﹕_______________      校長姓名﹕_______________ 

 

校印﹕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