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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知識章基本國情考核內容 

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背景 

 在 1984 年 12 月 19 日，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下稱《聯合聲明》），指出

香港是中國的領土，英國政府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同

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聯合聲明》亦載明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並把這些基本方針政策

規定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內。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它以法律的形式，訂明「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等重要理念，亦訂明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各項

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 1990 年 4 月 4 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已於 1997 年 7 月 1 日生效。 

 

《基本法》總則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組成。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五十年不變。 

 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基本法》相

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防務和外交事務。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社會治安。 

 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任何列於附

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凡列於附件三的法律，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 

 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

《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政治體制——行政機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

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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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

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政治體制——立法機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政治體制——司法機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對外事務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在經濟、貿易、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化、體育等領域以

「 中國香港」 的名義，單獨地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

係，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 

 

基本法的解釋和修改 

 《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

時對《基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 

 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

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

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 

 《基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

觸。 

 

節錄自︰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網站——簡介 

  http://www.basiclaw.gov.hk/tc/facts/index.html 

附︰ 

1.教學資源 

教育局《認識基本法》資源套 http://www.cmi.hku.hk/material/CDI%20Materials/p15.htm 

2.教學及遊戲網站連結 

http://www.basiclaw.gov.hk/flash_game/game_tc.swf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basiclaw/index.htm 

以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認識基本法」應用軟件。 

http://www.basiclaw.gov.hk/tc/facts/index.html
http://www.cmi.hku.hk/material/CDI%20Materials/p15.htm
http://www.basiclaw.gov.hk/flash_game/game_tc.swf
http://cd1.edb.hkedcity.net/cd/mce/tc/basiclaw/index.htm


香港升旗隊總會 

國家知識章 中級章 參考資料 

=========================================== 

 

我國教育制度簡介 

學前教育階段 

 幼兒 3 歲可入讀幼兒園，接受為期 3 年的學前教育。 

 現時，幼兒園入學率接近六成。 

 

義務教育階段 

 包括小學 6 年和初級中學 3 年。 

 6 至 7 周歲的兒童可入讀小學，小學畢業生可免試就近升入初中學習。 

 

高級中學階段 

 初中畢業生經過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組織的統一考試，成績合格，方可升入高中階段

學習。 

 合資格的初中畢業生可入讀普通高級中學。完成 3 年課程後可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

生全國統一考試(簡稱普通高考或高考)，以考試成績申請入讀大學。 

 他們亦可接受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為就業作好準備。 

 

高等教育階段 

 包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兩大類。 

 現時，全國共有通高等院校約 2400 所，成人高校約 360 所；高等教育入學率達百

分之二十六。 

 由 2012 年開始，香港學生可豁免聯招考試，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高級程度會考

成績報讀六十三所內地高等院校。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入門網站—教育事業—2010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狀況 

          http://www.gov.cn/test/2011-10/31/content_198228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入門網站—教育事業—基礎教育—中小學教育 

    http://www.gov.cn/test/2005-07/28/content_17875.htm 

http://www.gov.cn/test/2011-10/31/content_19822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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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知識章國家概況考核內容 

1. 國號、國慶 

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慶：1949 年 10 月 1 日 

 

2. 國旗、國徽、國歌 

國旗：稱為「五星紅旗」，設計者是曾聯松。國旗的旗面為紅色，象徵革命。旗上的五

顆五角星為黃色，四顆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對著大星的中心點，象徵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 

國徽：中間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周圍是穀穗和齒輪。 

國歌：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名為「義勇軍進行曲」，由聶耳作曲，田漢填詞。 

 

3. 人口、民族 

人口：2007 年末全國總人口為 132129 萬人，比上年末增加 681 萬人。全年出生人口 1594

萬人，出生率為 12.10%；死亡人口 913 萬人，死亡率為 6.93%；自然增長率為

5.17%。出生人口性別比為 120.22。 

民族：全國共有 56 個民族。據 2000 年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的統計，全國漢族約佔全國人

口的 91.59％，少數民族佔全國人口的 8.41％。少數民族主要分佈在西北、西南

和東北等地區。語言以普通話為基礎的漢語。其餘各族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或漢

語。 

 

4. 地理位置、領土範圍、國土面績、自然地理、土地及資源 

地理位置：中國位於亞洲東部和中部，太平洋西岸。中國邊界頂端位置為：北起黑龍江

省漠河以北的黑龍江主航道的中心線（北緯 53°31’），南到南海南沙群島的

曾母暗沙（北緯 4°15’）；西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恰縣以西的帕米爾高原

（東經 73°附近），東至黑龍江省撫遠縣境內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主航道匯合

處（東經 135°多）。南北相距 5500 公里，跨緯度 49°15’；東西相距 5200 公

里，跨經度約 62°。東西兩端的時差約為 4 小時。中國是一個背陸面海，海

陸兼備的國家。（注：邊界指陸地邊界） 

領土範圍：陸地領土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

的附屬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

他一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島嶼。領海的寬度從領海基線量起為 12 海

里。中國的毗連區寬度為 24 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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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面積：國土總面積為 960 萬平方公里，約佔世界陸地總面積的 1/15，約相當於除前

蘇聯之外的歐洲各國的總面積，僅次於俄羅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土

地資源中，山地佔 320 萬平方公里，高原 250 萬平方公里，盆地 180 萬平方

公里，平原 115 萬平方公里，丘陵 95 萬平方公里。 

自然地理：地勢西高東低，複雜多樣。山地、高原和丘陵約佔全國的 2/3，盆地和平原

約佔 1/3。地勢自西而東構成三級階梯：西部有世界最高大的青藏高原，地

勢最高，海拔多在 4000 米以上，由極高山和高原面組成，有「世界屋脊」

之稱；青藏高原以東至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武陵山和雪峰山之間為第

二階梯，海拔一般在 1000 - 2000 米，主要由山地、高原和盆地組成；中國

東部寬廣的平原和丘陵是第三階梯。這種地貌格局是中生代燕山運動奠定

的。中國的主要河流、湖泊有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淮河、海河、遼

河、雅魯藏布江及鄱陽湖、洞庭湖、太湖、青海湖等。中國大陸海岸線，北

起遼寧鴨綠江口，南達廣西的北侖河口，全長 18000 多公里。中國有大小島

嶼 5400 個，總面積 3.87 萬平方公里，其中台灣島最大。島嶼海岸線 14000

公里。 

土地及資源：根據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到 2005 年底，全國農用地面積爲 65704.74

萬公頃（985571 萬畝），建設用地面積爲 3192.24 萬公頃（47884 萬畝），其

他爲未利用地。在農用地中，耕地面積爲 12208.27 萬公頃（183124 萬畝），

園地面積爲 1154.9 萬公頃（17323 萬畝），林地面積爲 23574.11 萬公頃

（353612 萬畝），牧草地面積爲 26214.38 萬公頃（393216 萬畝），其他農用

地面積爲 2553.09 萬公頃（38296 萬畝）。中國的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現已探

明儲量的礦產 136 種，是世界上已知礦種配套較全的少數國家之一。水力資

源居世界首位。中國淡水資源總量為 2.8 萬億立方米，佔世界第 6 位，可是

人均佔有量僅是世界人均佔有量的 1/4，排在第 88 位。 

 

5. 首都、行政區劃、自治地區 

首都：北京  

行政區劃：全國縣級以上行政區劃共設 23 個省(河北省、山西省、遼寧省、吉林省、黑

龍江省、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東省、河南省、湖

北省、湖南省、廣東省、海南省、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陜西省、甘肅

省、青海省、台灣省)，5 個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

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4 個直轄市(北京、天津、

上海、重慶)，2 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全國民族自治的地方包括：5 個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

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截至 2003 年底，有

30 個自治州；117 個自治縣，3 個自治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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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央政府架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其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軍隊選出的代表組成，每屆任期五年。  

國務院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和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實行總理負責制。各部、各委

員會實行部長、主任負責制。每屆任期五年。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連續任職不得超

過兩屆。  

人民法院是國家審判機關，分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法院

是最高審判機關，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業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

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負責；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機關負責。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分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

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

的干涉。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它領導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

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地方

各級人民檢察院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級人民檢察院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