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因應「特別假期」修訂的章程 

因應教育局就新冠疫情作出了「特別假期」之安排，本活動部分

安排亦作出相應調整，已報名的學校亦請重新報名，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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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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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紀念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問答及論證比賽 20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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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對象 

全港中學生。 

 

3. 參加辦法 

3.1. 比賽以學校為參賽單位，由學校安排學生參加； 

3.2.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2 年 5月 20日（星期五）5:00pm，5月 31日前將電郵

研習題目予負責老師供學生參考； 

3.3. 參賽學校報名後須於 6月 4日（星期六）5:00pm或之前以電郵遞交「初賽

學生名單」至新界校長會（ntsha@biznetvigator.com）； 

3.4. 進入準決賽的八間學校，可獲發行政津貼$3000；若成功晉身總決賽，則必

須在完成總決賽後，方可獲發津貼。行政津貼供學校自行運用，可用來進

行組織和選出學生代表學校出賽，也可用作交通費等用途，無需向大會提

交開支單據。任何原因未能進行現場準、總決賽時，將會取消相關行政津

貼； 

3.5. 本章程連參考文章、「初賽學生名單」（excel表），可於 ntsha.org.hk「最

新消息」欄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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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形式及細則 

比賽分三階段進行 

 

4.1. 初賽：2022年 6月 18日 （星期六）上午 11:00 - 中午 12:00 網上進行 

學校名額及每校人數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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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該卷作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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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得分最高的八隊，進入準決賽。 

4.1.1. 評分準則： 

4.1.1.1. 總得分 ＝ 學生總得分 ÷ 全校學生總人數 

高分者勝，同分則以最後一名學生遞交時間計算，快者為勝； 

4.1.1.2. 學生個人得分 ＝ 該卷得分 

高分者勝，同分以較早遞交者勝；每校最高分百分之十（只計算

整數）的參賽學生得分達 50分或以上均獲獎勵 

 

4.2. 準決賽：2022 年 7月 30日（星期六）上午 10:30-11:30 現場進行 

初賽出線的八隊於準決賽報到時抽籤分為兩組，每組四隊作賽；各隊派六

位穿整齊校服同學出賽，若有參賽隊伍學生不穿校服、遲到或出席學生少

於六名，大會會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初賽所獲一切獎勵。每組設必答及搶答

兩部分，兩部分總分最高的前兩隊進入總決賽，未能晉級的共四隊獲優異

獎。 

 

細則如下： 

4.2.1. 必答﹕各隊派 3位同學出賽，限時 2分鐘，最多 20題，每題 20分。

答錯扣 20 分，棄權不扣分；首 9條問題由參賽同學輪流每人答指定 3

題，其餘題目由全隊共同作答。共同作答題目若有多於一個答案，由

坐於中間的同學決定最終答案； 

4.2.2. 搶答﹕每隊派 3位同學出賽，限時 10分鐘，最多回答 40條題目，每

題 20分，答錯或棄權扣 20分，按燈後由主持叫出校名始可作答，未

叫校名便作答當答錯論，3秒後未能作答當棄權論。若喊出多於一個答

案，由坐於中間的同學決定最終答案； 

參與「必答」和「搶答」的同學不可以重複。若同分而影響晉級隊

伍，各派一位同學搶答對決，一題定勝負，首先答對者勝或答錯者

負，雙方棄權則再發問第二題，直至分出勝負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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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總決賽：2022 年 7月 30日（星期六）下午 1:15-2:30 現場進行 

共四隊，必須由準決賽的參賽者繼續出賽，可以更調位置。若有參賽隊伍

學生不穿校服、遲到或出席學生少於六名，大會會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初

賽、準決賽所獲一切獎勵。總決賽三部分總得分決定冠、亞、季及殿軍名

次，若同分按準決賽辦法處理。 

設論證、必答及搶答三部分： 

4.3.1. 論證 

4.3.1.1. 論證為總決賽的第一部分。設立論證賽的用意是鼓勵同學加強

理解《基本法》及有關問題之內在意義、提高分析及應用能力。

三個論題題目於公佈準決賽賽程時一併電郵通知負責老師，以便

同學準備； 

4.3.1.2. 準決賽賽果公佈後，各晉級隊伍從三個論題中抽出一個，在總

決賽時演繹，抽籤後即時提供負責論證隊員姓名； 

4.3.1.3. 每隊從六名隊員中選派一名學生，在 2分鐘內就抽得的論題發

表意見，由主持人作總結評論； 

4.3.1.4. 由三位評判按準則評分，最高 200分，得分算進隊伍總分內。 

評分準則： 

1. 衡量能否運用適當的論據去支持其論點、論點和論據是否具有

邏輯連繫； 

2. 技巧：衡量表達是否清晰、流暢、具有條理、語氣和抑揚配

合；內容：衡量是否豐富充實、感情豐富、尊重客觀事實、理

性分析、具說服力和法治精神。 

4.3.1.5. 獲評最高分的同學可獲「最佳論證獎」。其餘同學之表現倘獲

得評判認可，可獲「優秀論證獎」。 

「最佳論證獎」得主，有機會獲邀請於頒獎典禮時上台就該論題

再演述一次，內容必需與比賽時相同；由於頒獎禮時間極之緊

湊，故此大會有權決定是否邀請，不得異議； 

4.3.2. 第二、三部分為必答、搶答，賽制與準決賽相同。 

 

5. 問答題目範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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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日刊載版本）： 

5.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1頁） 

5.1.2. 序言（第 3-5頁） 

5.1.3. 第一章 總綱 一至三十二條 （第 6-12頁）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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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basiclaw.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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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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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月 1日刊載版本）全部內容。 

6. 比賽名次和獎項  （大會可因應報名情況，修改獎項數量） 

若隊伍在比賽任何一個階段退出，或因任何理由中止進行比賽，其所有成績及

所獲獎勵一概取消。 

6.1. 校際比賽獎項： 

冠軍：可獲獎座及獎學金港幣$15000 

亞軍：可獲獎座及獎學金港幣$12000 

季軍：可獲獎座及獎學金港幣$10000 

殿軍：可獲獎座及獎學金港幣$8000 

優異獎四名：各可獲獎座及獎學金港幣$4000 

6.2. 網上問答熱心參與獎項 

按初賽取得 10 分或以上學生人數與全校總人數百分比而設立獎勵： 

至少達 40%或以上，且最高比例的 20所學校，可獲證書及獎學金港幣

$5000 

6.3. 網上問答個人獎項 

初賽每校最高分百分之十（只計算整數）的參賽學生 : 

得分達 80分，每人可獲證書乙張及書券港幣$300 

得分達 60-79 分，每人可獲證書乙張及書券港幣$200 

得分達 50-59 分，每人可獲證書乙張及書券港幣$100 

6.4. 論證個人獎項 

最佳論證獎一名：可獲獎座及超市禮券港幣$800 

優秀論證獎（名額視表現而定）：可獲獎座及超市禮券港幣$500 

6.5. 參與準/總決賽的同學 

可獲參與證書乙紙，以作鼓勵。 

 

7. 賽果公佈及頒獎典禮 

網上初賽之賽果將於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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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郵通知負責老師在總決賽中論證的三條題目。 

準、總決賽及頒獎禮於 7月 30日上、下午假將軍澳唐俊街 8號仁濟醫院王華湘中

學舉行。 

 

8. 備註 

8.1. 大會對本比賽章程有最終的解釋及修訂權; 

8.2. 如有任何爭議，以大會裁決為最終決定，不得異議; 

8.3. 大會採用繁體中文及粵語為工作語文，亦接受使用內地通用規範漢字； 

8.4. 比賽各階段和形式，可能因應疫情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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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要日期列表   

 

日期 2022 年 時間 事項 

5月 20日（星期五） 
下午 5:00

前 
截止報名 

5 月 31日前  電郵研習題目予負責老師供學生參考 

6月 4日（星期六）   
下午 5:00

前 

截止遞交「初賽學生名單」（可於 ntsha.org.hk

「最新消息」欄下載空白 excel表） 

6月 18日（星期六） 
上午 11:00-

中午 12:00 
網上問答比賽 

6月 30日（星期四）  
公佈初賽比賽結果；通知得獎學校及電郵通知負責

老師在總決賽中論證的三條題目 

7月 30日（星期六） 上午 10:30 
入圍八隊分兩組進行準決賽 

（將軍澳唐俊街 8號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舉行） 

7月 30日（星期六） 下午 1:15 
入圍四隊進行總決賽 

（將軍澳唐俊街 8號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舉行） 

7月 30日（星期六） 下午 3:00 頒獎禮 

 

10.查詢電話：新界校長會 26503115（蔡先生或陳先生） 

11.善德基金會「認識憲法、《基本法》— 與法治同行」系列活動是一項慶祝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的認可活動。 

12.此刊物及計劃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場。  

http://ntsha.org.hk/
http://ntsh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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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章：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 （節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021年 12月 

（香港文匯網 https://www.wenweipo.com/a/202112/20/AP61bfea2fe4b07b4059d95ad5.html） 

 

六、香港特别行政區民主發展前景光明 

「一國兩制」不僅是解决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的最佳制度，并且是香港特别行政區民主發展的根本保障。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實踐，中國共産

黨和中國政府對在「一國兩制」下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况的民主制度，認識更深刻，方向更明確，

思路更清晰，信心更堅定，步伐更穩健。 

（一）「一國兩制」爲香港特别行政區民主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國共産黨是「一國兩制」方針和事業的創立者、領導者。「一國兩制」作爲中國共産黨和

中國政府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政策，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被中國共産黨歷次全國代表大

會和重要會議所確認，並被載入所有重要文件、文獻當中，還被鄭重載入中國憲法，並通過香港基

本法予以制度化、法律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就香港問題所通過的一系列决定、全國人大常委會

對基本法的解釋，也都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執行了「一國兩制」方針。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

史經驗的决議》，把「一國兩制」事業作爲黨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

中國共産黨關於重大歷史問題的决議首次載入港澳問題和「一國兩制」内容。新時代推進「一國兩

制」事業，必須繼續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堅

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堅持依法治港，落實中央對香港特别行政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

别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

的特别行政區憲制秩序，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特别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异、維護中央對特别行政區全面管治權

和保障特别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内地堅强後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區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

起來。要毫不動摇地堅信篤行，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摇，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

走樣、不變形。這爲香港特别行政區民主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堅持「一國兩制」實踐正確方向。堅持「一國」

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在「一國」之内的基本邏

輯。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特别行政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並行不悖，但主次關係不能顛

倒。中國共産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憲法確定的國家憲制秩序的核心，是國

家憲法制度的靈魂，在特别行政區必須得到切實尊重和維護。必須牢固樹立「一國」意識，堅守

「一國」底線，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决防範和遏制外部敵對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内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絶不能允許的。「一國」底線越牢，「兩制」空間越大。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持依法治港。必須鞏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憲制基

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别行政區憲制秩序，把憲法和基本法作爲處理特别行政區事務的最

高準則。鞏固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區法律體系中的憲制地位，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確保基本法的各項規定得到落實，基本法的權威得到有效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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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處理中央和特别行政區的關係，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别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

一。中央對特别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特别行政區享有法定的高度自治權。特别行政區政府必須

向中央政府負責，執行中央政府依法發出的指令；在行使高度自治權的時候，必須接受中央政府的

監督和問責。不能以特别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爲由，排斥和對抗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有關權力。中

央政府各部門和各地方要切實尊重和保障特别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干預特别行政區自

治範圍内的事務。 

——堅持以行政長官爲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積

極作爲。全力支持行政長官領導特别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行政、立法、司法機關依法履職，

支持特别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全社會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堅定不移守護法治、

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支持特别行政區政府積極回應社會發展新要求和廣大居民

新期待，着力破解影響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深層次矛盾和突出問題，不斷提高施政能力

和管治水平，實現良政善治。 

——促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支持香港同各國各地區開展廣泛交流合作。支持香港對接

國家發展戰略，參與、助力國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參與建設粤港澳大灣區，打造共

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實現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支持香港繼續保持單獨關税區和自由港地

位，加强與各國各地區的交流合作，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强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産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决争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産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中國政府在提出「一國兩制」方針之初，就十分重視保護各國投資者在香港的合法利益，明

確香港特别行政區可同英國和其他國家建立互利經濟關係，英國和其他國家在香港的合法經濟利益

將得到照顧。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進一步對此作出具體規定，對世界各國、各地區投資者在香港

特别行政區的合法權益予以全面平等保護。中國政府願意與各國共享香港國際金融經貿平台，分享

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 

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堅守「一國兩制」的初心使命堅定不移，建設符合香港實際優質民主

的决心也堅定不移。 

（2020 字）  



8 因應「特別假期」修訂的章程 

「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 

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問答及論證比賽 2022 

 

參賽學校資料表格 

（請於 2022年 5月 20日或之前傳真 26503665報名參加） 

 

敬覆者： 

本校（正楷中文校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

參加年「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善德基金會全港中學校際問答及論證

比賽 2022，並將於 6 月 4 日或之前，用大會提供的「初賽學生名單」把參賽學生中文

姓名、班別和學號，電郵至 ntsha@biznetvigator.com。 

參賽學校之獎學金及/或行政津貼（如適用），請以劃線支票，抬頭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本校將派員攜

同校印到統籌單位領取。 

 

2022年 5月 3日（包括中六）本校在籍學生總人數：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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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