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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作為「根本大法」、「母法」，
是包括《基本法》在內一切法律的
「根」和「源」，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內的全國範圍內具有最高效力和權
威。根據憲法而制定的《基本法》，其
一切效力和權威都來源於憲法。憲法和
《基本法》共同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基礎。
為加深學界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由
香港善德基金會主辦，新界校長會統籌，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島校長聯會及香

■張肖鷹副部長蒞臨主禮

港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教育
局支持的「認識憲法、《基本法》——與
法治同行」系列比賽定於本年 4 至 6 月舉
辦。比賽項目包括全港中學校際問答比
賽、小學標語創作比賽、幼稚園親子填色
比賽及家長平面設計比賽。
為隆重其事，大會在 4 月 26 日舉行了
系列比賽啟動禮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
精神分享會。邀得中聯辦法律部部長、
原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王振民教授主講
「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以

及兩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分別是黃玉
山教授及陳勇先生分享兩會精神。黃教
授更是現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極
具代表性。
啟動禮主禮嘉賓則有中聯辦新界工作
部部長張肖鷹先生和教育局局長政治助
理施俊輝先生。
多位出席的嘉賓也是大會組織的成
員，包括大會榮譽會長劉業強議員、何
君堯議員，大會副會長鄺啟濤博士、陳
鎮成先生。

董吳玲玲：廣大市民需知法守法和支持
比賽大會會長董吳玲玲太平紳士認為，香港回歸踏入 21 年，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得以實踐和推行，實離不開一個
穩定繁榮的法制社會。法治是香港重要的核心價值，而憲法和
《基本法》是香港法治的基石。除了有國家的大力支持、政府
部門的嚴格遵守與執行，同時亦需要香港廣大市民的知法守法
和支持。
過去三年，善德基金會聯同新界校長會、九龍地域校長聯
會、香港島校長聯會舉辦了一系列的《基本法》活動，並將活
動推動至全港，希望能讓青少年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與了

解，在他們成長時培養出良好品德，
從小開始教導知法守法。為了鼓勵年
輕人對法治有全面的認識，今年在整
個項目中更加強對憲法的認識。香港
善德基金會由創會至今，重點一直放在
青少年工作上，因為該會深信青少年是社
■董吳玲玲致辭
會未來的棟樑，是社會國家希望所在。因
此，讓青少年在和諧穩定的社會中學習及成長，才能讓香港成
為創造更美好和更具競爭力的國際金融大都會。

王振民：必須了解國家憲法和體制
王振民部長表示，基本法的「基
因」來自中國憲法，是中國憲法體制
下產生的法律，只有認識到這一點，
才能明白基本法規定的確切含義，保
證「一國兩制」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王振民致辭
國家現行憲法為「一國兩制」提供了最
高憲制依據，而中英談判的過程以及基本法的整個起草過程，
就是把香港特別行政區納入到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憲制體系和

■活動啟動儀式

架構的過程。他表示，1997 年 7 月 1 日隨着國家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首先對香港生效的是國家憲法，然後才是憲法的「子
法」基本法，他強調「基本法的合法性、權威和效力來源於憲
法，沒有憲法的權威和效力，就沒有基本法的權威和效力」。
他說：「在香港除了要認識基本法外，一定要了解理解國家
憲法和體制，並從國家憲制的高度認識基本法。」他強調，
「我們不可能改變基本法的『基因』，基本法的『基因』來自
於國家憲法。」

黃玉山：經濟實力得到實質成就
黃玉山教授分享了中央政府過去五年的工作報告重點，從中可見國家在經濟實力、經濟結構、創新
驅動發展、改革開放步伐、人民生活的改善及生態環境的好轉等各方面，都取得實質成就。他又指出
中央在 2018 年，將集中於深入改革、加快建設、科學化城鄉規劃、積極擴大消費和促進投資等多個範
疇的加固工作。最後，黃教授也不忘提供有關國家修訂憲法的歷史、需要和重點，令講座更加圓滿。
■黃玉山致辭

陳勇：

朱景玄：

陳勇先生指出，國家堅持創新引領發
展、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對外開
放、堅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為
同學將來的事業發展創造了大量機
會；又堅持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堅
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為人民
的生活打造良好的環境。

大會主席朱景玄校長致謝辭時，除了
感謝多方面的配合和參與，更鼓勵在
座同學努力學習，認識憲法和《基本
法》，千萬不要背棄前人辛苦建立
的法治制度，因為今天所有成年人
所作出的貢獻，都是為了讓同學們將
來能生活在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

為未來事業發展創造機會

■陳勇致辭

不要背棄法治制度

■朱景玄致謝辭

■施俊輝先生代表大會致送紀念品，感謝比賽裁判。

■嘉賓合照

■活動完滿舉辦，賓主合影。

比賽大會架構
榮譽贊助人：王志民先生
榮 譽 顧 問：譚耀宗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JP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
全國人大常委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

譚鐵牛先生
高 級 顧 問：楊潤雄先生 JP
劉 林先生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 中國科學院院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局長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新界工作部部長

李 魯先生
王振民先生
黃玉山教授 BBS, JP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教育科技部部長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法律部部長 原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榮 譽 會 長：張學明先生 GBS, JP
原全國政協委員 大埔區議會主席
梁志祥議員 SBS, MH, JP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劉業強議員 BBS, MH, JP
全國政協委員 立法會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
陳振彬先生 GBS, JP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觀塘區議會主席
陳 勇先生 BBS, JP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克勤議員 BBS, JP
立法會議員
陳恒鑌議員 JP
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議員 JP
立法會議員
容海恩議員 大律師
立法會議員
主 辦 機 構：香港善德基金會
統 籌 機 構：新界校長會
協 辦 機 構：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香港島校長聯會 香港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
支 持 機 構：教育局
參 與 機 構：新界青年聯會
會
長：董吳玲玲女士 JP 全國政協委員
副 會 長：藍國慶先生 MH, JP 鄺啟濤博士 MH
蘇陳偉香女士 BBS 黃美斯小姐
蕭何元鳳女士
鄭穩偉先生
洪光汜先生
陳崇輝先生
蔡李惠莉博士
陳鎮成先生
顧
問：張肖鷹先生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 巡視員
主
席：朱景玄榮譽院士 BBS, MH, JP
副 主 席：湯修齊先生 MH, JP 余大偉校長
黃頌良校長 JP
戴德正校長
秘 書 長：郭志雄校長 MH
副 秘 書 長：鄭振華先生
陳偉佳博士
黃振聲校長
陳 杏校長
比 賽 統 籌：李孟正校長
比 賽 裁 判：伍瑞球校長 MH
林祿榮校長 MH
冼杞烈校長
文煥琼校長
馬婉玲校長
張笑鳴校長
張潔琼校長
曹達維校長
莊潤祥校長
黃玉貞校長
歐陽美嬋校長
蔡莫英校長
鄭帶娣校長
羅錦秀校長
葉以欣校長
譚玉卿校長
譚秉源校長
孔志光老師
李麗珠老師
馬伙根老師
葉勁雲老師
劉智雯老師
黎月英老師
廖小紅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