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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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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是甚麼？

答案：社會主義制度

Q2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誰？

答案：人民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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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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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甚麼？

答案：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Q6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的雙層經營體制以甚麼為基礎？

答案：家庭承包經營

Q7 城市的土地屬於誰所有？

答案：國家

Q8 國家禁止任何個人破壞甚麼財產？

答案：國家和集體

Q9 國家建立怎樣的社會保障制度？

答案：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Q10 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甚麼權利？

答案：自主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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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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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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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語言是？

答案：普通話

Q14 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是？

答案：國有經濟

Q15 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甚麼環境？

答案：生態環境

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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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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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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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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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否有宗教信仰自由？

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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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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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2 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可以因甚麼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程

序對通信進行檢查？

答案：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Q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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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4 具有中國公民資格的法定條件是甚麼？

答案：具有中國國籍

Q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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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6 《憲法》對男女工資有甚麼規定？

答案：男女同工同酬

Q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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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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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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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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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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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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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2 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誰的光榮義務？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Q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沒有義務納稅？

答案：有

Q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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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Q35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由哪一位召集？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Q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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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國務院常務會議由甚麼人組成？

答案：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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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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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39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須對哪些機構負責？

答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Q40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中間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周圍是

甚麼？

答案：穀穗和齒輪

Q41 《基本法》通過哪份法律文件公布？

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Q42	 《基本法》在哪一年起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施行？

答案：1997 年

Q43	 《基本法》在哪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答案：第七屆

Q44 誰提出「一國兩制」構思？

答案：鄧小平

Q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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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6 香港在秦代屬於中國版圖的哪一個縣？

答案：番禺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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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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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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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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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0 香港特別行政區海關關長可否擁有外國居留權？

答案：否

Q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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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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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3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甚麼制度，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

答案： 社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行
政管理、立法和司法的制度

Q54 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哪一個機關？

答案：中央人民政府

Q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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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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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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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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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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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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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0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多少周年？
答案： 25 周年

Q61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審理甚麼案件時需要取得行政長官發出

的證明文件？

答案：案件涉及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的事實問題

Q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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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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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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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4 中央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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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5 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

禁止甚麼行為和活動？
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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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
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Q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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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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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8 有關機構可因為甚麼需要而依照法律程序對通訊進行檢查？

答案：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Q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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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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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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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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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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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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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四十周歲

Q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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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5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多久？

答案：五年

Q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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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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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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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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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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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0 如果由於立法會已被解散而不能批准財政預算案的撥款，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在選出新立法會前的一段時間內，可以怎麼辦？

答案：按上一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批准臨時短期撥款

Q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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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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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3 誰可以任免香港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

答案：行政長官

Q84 行政長官在甚麼情況下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答案：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

Q85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甚麼工作？

答案：刑事檢察工作

Q8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該如何對立法會負責？

答案： 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 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 答覆
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Q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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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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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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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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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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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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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8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任期為多久？

答案： 2 年

Q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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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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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有														法律的職權。

答案：制定、修改和廢除

Q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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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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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7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由誰任命？

答案：行政長官

Q98 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否被免職？

答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
的情況下，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
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職。

Q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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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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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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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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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3 區議會是否政權性組織？

答案：否

Q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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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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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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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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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

Q107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預算以甚麼為原則？

答案： 量入為出

Q108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否實行外匯管制政策？

答案：否

Q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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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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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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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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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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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3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甚麼？

答案：宗教院校、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

Q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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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5	《基本法》是否保障香港私人企業主的合法財產？

答案：是

Q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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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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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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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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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甚麼條款自行解釋？

答案：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

Q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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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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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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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2《香港國安法》在哪天公布實施？

答案：2020 年 6 月 30 日

Q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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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4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主席是誰？

答案：習近平

Q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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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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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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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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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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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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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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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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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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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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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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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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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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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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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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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8 國家安全的 16個範疇包括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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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39 生態安全包括甚麼範疇？

答案： 水資源安全、土地資源安全、大氣資源安全、生物物種
安全

Q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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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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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2 中國努力爭取於哪一年前實現碳中和？

答案：20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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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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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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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5 台灣是否獨立的國家？

答案：不是

Q146「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訂於每年的哪一天？

答案：4 月 15 日

Q1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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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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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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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5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是？

答案：五星紅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