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項目

「3E」

目
標

「願景2030」？
What is

2015年，聯合國全體成員國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為全球創
造更美好和更可持續的未來勾劃藍圖，而「法治」，當然是成功落實目標的重
要支柱。因此，律政司於2020年正式推出跨越十年具前瞻性的「願景2030 — 
聚焦法治」計劃，推廣對法治的正確理解和認識，從而在本地以至國際層面
促進共融和公平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針對普羅大眾的

「互聯互通」項目

針對青少年的

「賦能起動」項目

針對專業人士的

「增益提升」項目

促進包容各方持分者的協作

P. 1 「願景2030」

P. 2 與律政司司長對話

P. 4 透過戲劇實踐法治

P. 8 中學生法治教育先導計劃

P. 10 「明法‧傳法」計劃

P. 18 《基本法》網上教育資源中心

P. 20 教師培訓

P. 22 《律政動畫廊》

P. 24 律政司部門簡介

鼓勵學術及專業交流與研究

加強能力建設和發放正確的信息和概念

舉辦推廣活動並為區內外建立有力的法治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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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政長官   B. 立法會主席   C.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D. 律政司司長

問：你知不知道香港每年需要向中央政府上繳多少財政收入？

A. 0%   B. 10%   C. 20%   D. 30%

A. 最高人民法院   B. 香港立法會   C. 國務院   D. 香港終審法院

問：你知不知道即將舉行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會選出多少位立法會議員？

問：為甚麽香港選手可以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加國際體育賽事？

法律小常識

問題 1（答案在 P.9）

問題 2（答案在 P.11）

問題 3（答案在 P.19）

問題 4（答案在 P.21）

問題 5（答案在 P.23）

你對法律有幾認識？立即測試一下！

問：請問以下哪一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呢？

問：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屬於哪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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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會需要每個人的參與，亦需要一個具前瞻性而目標清

晰的計劃。律政司於2020年正式推出「願景2030 ─ 聚焦法治」

計劃，即以十年為目標，透過與不同的持分者協作，推廣對法治

的正確理解和認識，致力建設並維護一個公平和以規則為本的法

治社會，以促進各方可持續發展。

與律政司司長對話

十年願景計劃 
   共築法治社會

律 政 司 司 長 鄭 若 驊 指 出 法 治 是香港成 功 的 基
石，透過不同的方法教育學生尊重法治以及維
護法治社會的重要性。

律政司司長在香港法律周2020首屆法治大會致歡迎辭。

「創建和平與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

持續發展；讓所有人都有平等訴諸司法

的機會；以及在各層面建立有效、負責任

和包容的機構」是聯合國全體成員國通

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十七項

目標之一。「『願景2030 ─ 聚焦法治』

（「願景2030」）計劃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誕

生的。」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說：「很高興

這個計劃於2019年的《施政報告附篇》

中得到行政長官的支持，並在香港法律周

2020正式推出。」 

為逐步落實「願景2030」計劃，

律政司分別為普羅大眾、青少年及專業

人士推出「3E」法治項目，即「互聯

互通」（Engagement）、「賦能起動」

（Empowerment），以及「增益提升」

（Enrichment）。

「互聯互通」（Engagement）主要

面向市民大眾，透過不同的形式，例如 

《律政動畫廊》動畫短片，希望可以接觸

到各階層市民並向大家傳達基本法律及法

治知識。另外，律政司亦會就不同法律議

題出刊相關刊物，公眾可以於律政司網頁

免費下載，增進相關的知識。

「增益提升」（Enrichment）則以專

業人士為重心，致力為法律執業者和爭端

解決專業人員提供多元化培訓與交流活

動。近兩年，律政司亦積極推動公私營機

構之間的人員借調安排，其中不乏諸如海

牙國際私法會議、亞投行等著名國際組

織。律政司希望藉此為香港專業人士創造

機會豐富本地及國際經驗和閱歷，鞏固香

港作為全球主要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

中心的地位。

「賦能起動」（Empowerment）主要為學

校法治教育，以中小學生及老師為對象，涵蓋

一系列活動，例如「透過戲劇實踐法治」、

「明法‧傳法」計劃、「尊重法律、鞏固法

治」教師培訓課程等。我們希望透過內容豐富

的法治活動，讓學生明法守禮，成為法治校園

的模範生，並可主動向身邊朋輩傳播正確法治

理念，共同成長。同時，我們亦希望老師可以

通過參與有關活動或培訓增進自身法治知識，

更好地將正確的法治理念融入日常教學當中。

「賦能起動」項目是「願景2030」的重點工作

之一。本小冊子邀請了參與各項「賦能起動」

項目人士分享其成效，期望各方支持。

「作育英才是一項任重道遠的工作，良好

的法治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作為秉行

公義者，將繼續推動法治建設，不遺餘力地為

學校法治教育提供支援。」鄭司長這樣總結：

「希望我們能通過與學校、教學團體及不同持

分者攜手合作，共同構築法治校園，守護法治

社會，實現真正的國安家好！」 

法治公義，普惠共享

「互聯互通」擴闊公眾法治 

  資訊渠道

「增益提升」強化專業人士   

  競爭力

「賦能起動」增強校園法治教育

與律政司司長
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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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時任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廉政專員共同主持「願景
2030」計劃啟動儀式。

鄭若驊, 大紫荊勳賢,�GBS,�S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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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望
覺堂啟愛學校梁
媛琴校長認為有
趣的素材能提起
學生興趣，能從
劇情中感受法治
精神。

戲場內容簡
單但精彩，
學生亦看得相
當投入。

故事簡介

對學生來說，觀賞
戲劇表演比傳統上
課的形式有趣，
投入感更高。

界限可能未必理解得

很清楚。劇場演出正

好以生動的方式把學生

帶進宏觀的法治理念中，

再配合班主任課的生命教育、學

校的各類延伸活動強化概念，學生便更容易

理解守法和規則的界線。

拔萃女小學十分注重國民與公

民教育，知道有這個活動後，便馬

上主動申請，成為首間進行現場演出

的學校，李李安麗校長十分感謝那一次

機會。她指出視聽元素在小學教育十分重

要，能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力，「平日的講

座，學生總不能專心，甚至會找藉口上洗手

間。」但那一場《奧丁先生的歷險之旅》演

出中，學生被有趣的角色與劇情深深吸引，

全情投入，在互動環節踴躍回應，她笑說：

「這次沒有人要上洗手間了。」

當日演出一共有300位小三和小四學生

觀看。李校長坦言，這個年紀的小朋友是非

觀和守法意識都在發展中，有時對於規則的

為了讓初小與高小學生正確理解法治觀念，律政司特別邀請了香港戲劇教育

工作室，以兩個生動有趣的互動劇場，帶領學生走進奇幻世界歷險，並從中學習

法治觀念，培養守法精神。三間曾參與計劃的小學校長及老師，對演出印象深刻

之餘，亦指出戲劇有助學生正確理解法治。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啟愛學校忽然出現

中國古代神獸獬豸，還有一班古裝人物，一

班初小學生都非常驚喜，看得津津入味。故

事雖然滿是幻想元素，卻非常貼近生活。梁

媛琴校長形容，主角小龍是充滿正義感又有

法治精神的小學生，希望同學如遇到校園有

違規事情時，都可以像小龍一樣，運用法治

精神處理。劇場是非常成功的切入點，「40

分鐘是小學生專注的極限，

戲 劇 卻 能 做 到 簡 短 、 精

要。」完結後更設映後

談，令學生印象深刻。 

生動方式講解法治理念 多元活動啟發教學工作

透過戲劇
實踐法治

校園互動劇場

觀賞戲劇 理解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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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丁先生的歷險之旅》

《獬豸神話奇遇記》

姊弟因遵守規則的問題，時常發生爭執，一次意外走進了
桌上遊戲的奇幻世界，協助奧丁先生解封被魔法封印的法
律大典，從歷險中明白守規矩的重要性。

上古神獸「獬豸」賞善罰惡的能力被以權謀私的鄉
長封印了，年輕狀師得到穿越時空而來的小學生協
助，以法治精神協助村民脫離危機。

深刻的不只是學生，校長和老師亦受

啟發。相對較單向式的傳統教學方法，互動

劇場能加強學生的參與感。「看到學生的雀

躍，甚至整個人跳起來搶答問題，會引發我

們思考更多，並嘗試設計一些更有趣的素

材，以此帶動學生討論。」為加強國民

及國安法教育，這次的戲劇對教育工作

者來說是絕佳體驗，梁校長期望將來可

在校園舉辦更多同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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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及同步
網上觀看戲
劇的學生多
達 430 位。

時，故事亦提及到無論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

律。」譚校長補充說：「演出後，老師曾向學

生們了解互動劇場的成效。他們反映學生明白

到即使大家意見不同，亦應該尊重其他人的觀

點，以和平、理性、守法的方式找出適當的方

法來表達意見。」

透過戲劇
實踐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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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增潤學生的「法律、法治」認知，

方樹福堂基金方樹泉小學於今年參與了律政

司「透過戲劇實踐法治」2021計劃，譚仲

漢校長認為以有趣及互動性高的劇場來解

釋「法律及法治精神」，不單讓學生容易理

解，而且能啟發學生思考生活中法律及法治

的重要性；相比傳統的講座或課堂授課，更

能提升學生的興趣，增強互動性，令他們更

加投入課題。

由於復課人數的限制，學校共安排了

80位六年級的學生現場觀賞，350位同學同

步於網上收看直播。楊佩音主任對戲劇團隊

的表演及劇目內容深表讚賞及肯定。「在我

校上演的《奧丁先生的歷險之旅》，故事透

過兩位主角對守規矩的各自理解，從而引導

學生明白和建立正確及清晰的法治概念；同

互動元素啟發思考解難

2020/21學年推出的「透過戲劇實踐法治」學校
巡迴演出，獲得多名校長及老師肯定，其成效顯著。
由於反應熱烈，律政司決定「透過戲劇實踐法治」計劃

將在2021/22新學年加場演出。有興趣報名的學校，
可以電郵（tour.hkdramaedu@gmail.com）或傳真

（3016 9682）聯絡香港戲劇教育工作室查詢
或索取報名表格。

「透過戲劇實踐法治」
於2021/22學年加場演出：

戲劇讓學生以傳統課堂以外的方法認識法治精神。

比賽目的
●	 	增強學生對於《憲法》、《基本法》
及法治的認識

●	 	令學生理解香港法律制度及行政、
司法及立法三者關係

●	 	令學生理解法律 /	規則的概念以及
遵守法律 /	規則的重要性

●	 	令學生理解法律 /	規則在日常生
活中的應用以及違反法律	/	規則
的後果

●	 令學生明白表達不滿的正確途徑

有關比賽詳情，請登入活動網頁：
https://www.lawquizcompetition.hk
查詢電話：2321 0345

網上
小遊戲

校際
問答比賽



「學校期望能透過計劃增強學生及老
師對法治概念的了解，認識守法的重
要性。計劃中，負責活動的老師曾參
與兩次活動前的網上講座，而學生參
與是次活動時的反應及投入度正面；
活動後，他們均表示加深了對法律的
認識，值得參加。」

「播放短片能深入淺出地讓學生清楚
理解法治教育中最重要的三個概念，
然後緊扣這三個要點再進行分組活動
及討論，計劃中的活動十分生活化，
討論真實案例可鼓勵學生反思，並再
檢視討論結果，加深學生對法治教育
概念的理解及印象。」

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

「同學們反應熱烈，特別在真實案
例討論時尤其踴躍，學生們會主動
提出有關案件的問題，或者主動了

解在香港與法律有關的機構的運作，
同場亦見到有部分同學會自己圍著進行

討論，投入度十分高。」

教育是培育下一代擁有正確法治觀念的關

鍵。為促進教育界與法律界合作開展法治教育，

香港政策研究所法治研究中心與教育研究及發展

中心於2020-2021學年在20間中學進行「中學生

法治教育先導計劃」，推動中學生認識和正確理

解一些法治的核心概念。

加強法治教育

鞏固法治核心概念

陳澤銘律師表示計劃相當
成功，能夠提升學生的守
法意識，而參與整個計劃
的學生、法律系學生及律
師分別為 3,690 人、24 人
及 24 人。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陳澤銘律師指出：「自

2019年反修例事件起，社會上出現了很多對

法律的錯誤觀念，而讓人最傷感是部分青少年

對法治的尊重不足及守法意識薄弱。」有見及

此，在律政司「願景2030 — 聚焦法治」計劃支

持下，我們決定舉辦「中學生法治教育先導計

劃」。我們的目的是通過法律界及教育界跨專

業合作，向中學生教授三個法治的核心概念，

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和守法文

化，幫助學生們掌握正確的法治概念，從而提

升守法意識。

為讓學生們更容易理解相關法治議題的討

論，法治研究中心特別編寫及製作了一套法治教

育中學教材單元，並邀請了一班在職事務律師及

大律師擔任導師（Facilitators）、法律系學生為法

治大使（Ambassadors），然後才走進學校，以講

座、遊戲、案件討論等互動方式，與學生直接交

流及對話。「互動交流能讓學生投入法治課題，

引導他們自我思考後再分享答案；並在導師的指

導下，讓學生們認識及了解正確的法治概念。」

同時，陳律師指出計劃非只有學生受益，甚至連

參與學校的老師亦可深入了解法治精神，「能夠

加強老師們對法治的認識，並從教育學角度結合

法律理念教育學生認識法治的方法及原因。未來

期望這項計劃得以恆常化進行，並可邀請更多中

學參與，共同推動中學生理解正確法治的核心價

值。」

「印象中最深刻是有一次『修改法
例』活動中，其中一位女同學在沒
有任何指導下，把一條含糊的模擬
法例修改得非常仔細及清晰，我和
Facilitator均非常驚喜香港的中學生
可有如此出色的水平。」

「就參加是次活動的觀察，我認為現時中學生有一定
的法治概念，但可透過更多專業人士分享及討論真
實案例，來深化對法治的認識。參與的學生普遍反
應正面，學生們通常在真實案例討論時最投入及積
極，透過討論，可讓學生在思考問題的過程中考慮
得更全面。」

教授法治基本概念

與專業人員實案討論增趣味

中學生法治教育
先導計劃

08 09

學生與導師和法治大使一起討論案例，從而理解正確
的法治概念。

林詩敏

陳奕希

蕭志新校長 呂兆璣副校長

何泳瑤
香港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

Ambassadors
法治大使

香港大學法律系二年級學生

事務律師

Facilitator
導師

「在 進 行 計 劃 的 活 動
前，老師會先參與網
上講座，了解活動模
式及如何透過真實案
例讓學生認識守法的
重要性。」

「相信這次活動是一個開
始，未來可以慢慢深化，
再進階式教授。是次活動
的模式比以往講座內容豐
富精彩，能吸引學生投
入，成效明顯，學生反應
不俗，很充實。」

「計劃能讓學生認知到
清晰透徹的界線，令他
們減少對社會爭議中的
誤解，作出較符合正面
價值觀的選擇。同時，
亦可幫助學校向學生教
授正確的法治概念。」

蔡春梅副校長 (左) 植文顯副校長 (右)楊文德博士校長 (中)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
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根據《基本法》第 43 條，行政長官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
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所以正確答案是A！

法律小常識

答案 1：



「明法�●�傳法」�
計劃

「願景2030 — 聚焦法治」計劃其中

一個主要目標是通過推廣、教育及能力建

設，提升青少年對法治的正確認識及實

踐。可是法律條文艱澀難明，想以淺白

易明的方式了解法律、法治，就要留意

「明法‧傳法」計劃！透過活動如「校園

法治講座」、「刑事檢控週」及「法治之

旅」等，提升同學興趣，更有機會讓同學

親身到訪法律樞紐參觀，立體地呈現關於

香港法治的點滴。現在就等我，「律政司

vlogger」律政明，為大家介紹「明法‧

傳法」計劃的活動吧！

「明法‧傳法」  

性格： 正 直 誠 實 ， 熱 心 助 人 ， 堅 守 法
律，尊重法治精神。

興趣： 法律（自小已有濃厚興趣！），
熟悉香港法律制度、熟讀法律條
文；向大眾分享法律小知識。

工作： 律政司推廣工作，兼任《律政動
畫廊》vlogger，常以短片形式讓
大家輕鬆了解基本法律知識。

律政明P r o f i l e

法治意義

參與學校可以先選擇他們感興趣的題目，然
後由律政司政府律師及 / 或其他相關專業人士，
以該題目作一個法律講座，講座後更會有現場問
答、課後法律小測試等互動環節，提高學生參與
度，剛學到的新知識就能更融會貫通啦！

由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圍繞「刑事司法制度」
所舉辦的一系列活動，種類繁多，如：問答比賽、
參觀法庭等。用更有趣、更切身的方式，增加同
學的投入度，啟發大家對刑事法律的興趣和思考。

校園法治講座

「法治之旅」讓同學親身走
入法律樞紐了解法律知識。

前中區政府合署現已改
作律政中心。

輕 鬆 了 解

刑事檢控週

10 11

根據《基本法》第 82 條，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
院。這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下，中央政府
對於香港特區的充分信任。所以正確答案
是D！

法律小常識

答案2：



從歷史建築看

香港法律樞紐地圖

透過「明法‧傳法」中的「法治之旅」，同學

可對「香港法律樞紐」的重要地標、香港法律制

度、律政司職能以及其他法治相關內容有更多認

識。此外，獲邀到訪同學有機會在律政司同事帶領

下，參觀「香港法律樞紐」部分地方，包括一些具

歷史價值的景點，親身感受香港法律發展的足跡！

前中區政府合署
西座經復修後，
重現黃色馬賽克
階磚外牆，反映
上世紀 50 年代
建築風格。

模擬法庭與
真實法庭佈
置一樣。

前中區政府合署中座

中座與西座之
間的紫檀古樹
讓繁忙的氣氛
安靜下來。

香港法律樞紐於2020年開幕，是特區政府將前中
區政府合署（現稱律政中心）西座部分地方、前法國外
方傳道會大樓（前終審法院）、以及交易廣場第二座的部
分地方，提供予本地、地區性及國際性法律相關組織使

用，再加上律政司設於前中區政府合署中座、東座和
部分西座的辦公室而構成。位處香港核心商業區，

法律樞紐匯聚全球法律精英，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法律、交易促成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

地位。

甚麼是香港法律樞紐？

律政中心是香港法律樞紐的心臟，

前身是中區政府合署，由三幢於1954年

至1959年期間落成的建築所組成，包括

東座、中座及西座。曾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政府總部、行政會議所在地及主要

辦公大樓。

直至政府總部於2011

年底遷往添馬新政府總

部，三幢大樓換上

前政府合署變身律政中心

1. 律政中心

2.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前終審法院)

3. 交易廣場第二座國際爭議解決中心

香港法律制度

3
2

1

1

法治之旅

「明法�●�傳法」�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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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中心
(前中區政府合署)

大炮仿明永曆礮而製。原大炮於 1956年被掘出移
放到現址，至 1977年移往香港歷史博物館存放。

香港特區的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曾於
大樓的多功能廳舉行施政報告記者會。

新的角色，經古物諮詢委員會於2012年把

建築群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翌年進行改建和

翻新，律政司於2015年開始搬到這裡作新

辦事處，成了香港法律樞紐的一部分。



二戰期間被日軍接管，到1952年香港政府

從法國外方傳道會購回此建築，先後用作教

育司署及政府新聞處的辦事處、維多利亞地

方法院及最高法院，後來在1997年至2015年

間，大樓用作香港終審法院。

法國外方傳道會在購入建築後，於

1915至1917年進行大規模重建，利用花崗

石柱和紅磚砌面注入新古典風格，內

設遊廊、欄杆、圓頂閣，以

及小教堂，當時的外觀一

直維持至今，其罕見

的新古典風格特質與

歷史價值，更讓它

早在1989年被列為

法定古蹟。

座落於皇后大道中對上的巨大花崗

岩石墩上，外形古色古香的前法國外方

傳道會大樓多年來見證香港核心地帶的

演變，它的經歷亦相當豐富，是非常珍

貴的建築。

大樓最早建於1842年，是首任總督

的臨時官邸，及後於1870年代用作俄羅斯

領事館，在1915年被法國外方傳道會收購

及重建，成為教會在香港的司帳處。之後

百年新古典風格建築

新古典風格
帶來典雅的
神聖氣氛。

石柱上以愛
奧尼柱式柱
頭作裝飾。

紅磚砌面展現新古典風格。

毗連香港站的交易廣場，是香港商業的核心，三座大樓內設有不同

機構的辦公室，想不到其中第二座內竟是法律樞紐的一部分。原來交易

廣場第二座有部分地方被用作國際爭議解決中心，成為國際爭議解決的

重地，讓進駐該處的爭議解決機構

可善用本港連接國際機場的完善

交通網絡。

交易廣場第二座國際爭議解決中心

「明法�●�傳法」�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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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極具歷史價值。

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前終審法院)

2

大
樓
以
花
崗
石
和
紅
磚
蓋
成
，
樓
高
三
層
。

大樓在終審法院搬到新大樓後，被劃入法

律樞紐計劃的一部分。其大樓與部分律政中心

西座的辦公空間變身國際法律中心，讓本地、

地區性及國際性機構集中在此設立辦公室，體

現香港的國際視野。

3

14



短片創
作比賽

短片創
作比賽《明法

創未來
》

● 參與學生需發揮其創意，以廣東話、普通話或英文，製作時長不超過3分鐘
的短片，宣揚正確的法治觀念並分享其對未來法治發展方向的想法。須包括
大約30秒有關展望香港法治社會的持續發展的想法。

● 須附以不多於200字簡介講述短片意念。

● 活動對象為在本港就讀全日制中學及全日制青年學院的學生，學生可以個人或
隊伍形式參賽，每隊最多四名成員。參賽隊伍必須為同一學校的學生。

比賽主題

參加資格

報名及遞交作品 

● 參賽者於比賽網站填寫資料（包括：參賽者名稱、學校名稱及班別、參
賽者電話、聯絡電郵、作品標題、作品簡介（不多於200字）及作品
於YouTube連結（瀏覽權限設定為不公開））。 

● 不接受以郵寄光碟、電郵、親身遞交等方式提交作品 。
● 比賽截止日期為2021年10月6日（星期三），作品的提交時間以本司的

電腦伺服器上顯示的日期和時間為準，逾期的作品將不予受理。

獎
項

各個獎項名額一個，勝出者均可獲得證書乙張

冠軍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10,000
亞軍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8,000
季軍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5,000
最積極參與學校獎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3,000
網上投選我最喜愛影片大獎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1,000

最佳導演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1,000

最佳攝影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1,000

最佳剪接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1,000

最佳劇本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1,000

最佳演員 數碼產品現金禮券 HK$1,000

所有參賽作品的版權均屬律政司及 U 周刊所擁有



教材以外，還會舉辦不同網上講座，由講者講解
《憲法》、《基本法》等法律知識。

「法治及基本法網上教育資源中心」
於2020年 11月推出，資料相當豐富。�

網上教育資源中心彙集
與《基本法》相關的案
例，公眾可以從網站得
到相關的資訊。

S
c
a

n QR code 可登入
網

站

《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與社

會及市民息息相關，以法律織成一張法治之網，

保障公民權益、維護社會安全。「法治是任何一

個文明社會的發展基石」，李浩然博士, MH, JP 

現為基本法基金會轄下「法治及基本法網上教育資

源中心」（網上教育資源中心）項目總監，透過推廣

網上教育資源中心，與老師及市民大眾分享法律知

識，共建法治社會。

李浩然博士說網上教育
資源中心除了能幫助老
師找到適合的教材外，
公眾也可從不同的法治
資料中增進相關知識。

隨著政府推廣法治教育，愈來愈多老師

需要相關法律知識支援，網上教育資源中心

便是一個結合定期講座、網上教學資源及會

員制度的網上平台。平台自2020年底推出已

錄得超過1,500人次訪客量，吸引來自全港

約40間學校及教育組織，過百名人士註冊成

為會員。他們既能夠瀏覽網內豐富的教學資

源，亦能收到講座相關資訊。能夠得到學校

和教師們的支持，成績早已超出了網上教育

資源中心的成立目標。

「設計課程時，我們著重為老師及學生

提供正確的法律及《基本法》知識。老師可

李博士曾參與撰寫教育局名為「明

法達義」的《基本法》教材、出版《香港

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及《以法達治》等

等，而其《香港基本法案例彙編（1997-

2010）（第一條至第四十二條）》更被收

錄於政府有關《基本法》案例資料的網站

內。雖然擁有豐富的教材編寫經驗，李博

士卻坦言設計《基本法》教材時所遇到的

挑戰，跟老師在學校教授《基本法》時所

面對的困難是相似的。「《基本法》和《憲

法》教育都不是專門學科，我們的教材和

講座只能提示老師加強意識，將《基本

法》結合自己任教的科目去教。」

「除了《基本法》教材，國安教育、

《憲法》教育也是我們的專長範疇，我們

會逐步將資源放上網站，令網站內容更為

豐富。」隨著下一階段發展來臨，網上教

育資源中心將推出英文版教育資源、繼續

擴充會員及夥伴學校數目，李博士深信將

《基本法》教育由中學推展至小學，能鞏

固大家對法治的信心。

為教師提供豐富教材

法治精神融入各個科目

《基本法》網上教育
資源中心

法治及基本法
網上教育資源中心
共享教學資源 共建法治社會

以在網站上獲得所有文字、文件、工作紙及

教學簡報等教學資源，配合與教材密不可分

的講座，配套不止受學校歡迎，不少家教會

及辦學團體亦陸續尋求我們在教學資源及法

律知識上的支援。」李博士聯手教育學專家

及法律界學者等，設計出適合初中及高中不

同學習階段需要的教材，

希望能夠協助老師

們 教 授 相 關 的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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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常識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制度的決定》以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二，立
法會議員人數將由原本的每屆 70
人增至 90 人。有關修訂已經由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落實。

答案 3：

https://www.basiclawresources.info/


常言道教育的最高使命就是「以生命影響生命」，

勵進教育中心的「尊重法律、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計

劃（培訓計劃）亦貫徹此教育目的，藉著老師言行達

致潛移默化的效果，讓新世代年輕人明白法治之可

貴，人人遵守法律，方能實踐安居樂業、經濟繁榮的

願景。范徐麗泰(范太)多年來致力教育事業，即使退休

後仍擔任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體現了她對於教

育工作的熱忱。

「尊重法律、
      鞏固法治」

盡我所能 守法精神

「尊重法律、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計劃由勵進教育
中心與教育局合辦並得到律政司支持。圖為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於首次課程上致開課辭。

勵進教育中心一眾理事與楊潤雄局長合照。

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梁愛詩女士以原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身
份與大家分享香�回歸前後的法治發展。

范太希望透過計劃，加深
老師的法治知識之餘，又
能夠做到傳承效果，讓年
輕一代認識及明白法治精
神的可貴。

所謂「身教重於言傳」，「尊重法律、

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計劃以教師為對象，

既因教師能將尊重法治的風氣帶進校園，

同時亦可以成為年輕一代的守法榜樣。

「簡單如不衝紅燈，學生見到老師守法，

很自然地也會跟隨。」

培訓計劃受教師歡迎，更得到律政司

多方面的支持，范太對此深表謝意。「參

與老師如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並出席最後

一節課堂，可計入其教師持續專業發展的

時數之內。未來3年我們還會推出12次課

程，希望藉著對老師的培訓帶動年輕一代

重新正視法律及法治精神。」她理解法治

社會由社會市民、裁決機構及執法機關共

講座題目全面貼地 持續進修傳承法治精神

培訓
教師

培訓計劃與教育局合辦，可於教育

局「培訓行事曆」網上系統報名參與，課

程主要以講座形式進行，讓參與教師掌握

教授《憲法》、《基本法》等的相關知識

之餘，更擴展了他們對法律的認識。「每

個課程均由6節課堂組成，跟大家探討回

歸前後的法律制度、國家憲法內容、《基

本法》的地位及內容，以及香港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的責任等等，題目全面貼地。」

加上多位熟知法律的知名講者如喬曉陽先

生、梁愛詩女士及張勇先生等等，難怪至

今雖然只舉辦了兩次課程，疫情下報名情

況仍兩度爆滿，共計逾200名教師報名參

加，當中更不乏中、小學校長，足見計劃

之成功。

同組成，因此懂得守法、尊重執法人員，對穩

定社會發展大有幫助。

「守法及法治是市民大眾能夠安居樂業

的基礎，而安定繁榮的社會又是經濟發展的基

石，因此在我們盡本份守法、尊重《基本法》

之際，其實亦有助提升本地

法治水平，為國家吸引更

多外資及企業。」從個

人、社會到家國，法

治精神影響深遠。

教 師 培 訓 計 劃

20

范徐麗泰,�大紫荊勳賢,�GBS,�CBE,�JP

21

勵

進
教

育中心網站

兩次課程均深受老
師歡迎，報名情況
踴躍。

法律小常識

根據《基本法》第 149 條，香�
特別行政區的教育、科學、技術、文
化、藝術、體育、專業、醫療�生、勞
工、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的民間團
體和宗教組織可同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
際的有關團體和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各
該團體和組織可根據需要冠用「中國香�」
的名義，參與有關活動。

答案 4：



好多人認為法律是一門高深學問，但事實上，法律與我們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為方便大眾理解，律政司特別製作

了《律政動畫廊》，由vlogger律政明親身上陣，以每集大概一分

鐘的動畫短片形式，闡述基本法律知識，希望可以消除大眾對某

些法律資訊的誤解，同時傳遞正確的法治觀念！

生 動 有 趣

《律政動畫廊》

22

《律政動畫廊》內容不定期更
新，現已有二十多集喇，想了
解更多，即去睇睇！

律政司是香港最大的法律
服務機構。

律政司的工作主要由不同科
別組成，分別是國際法律科、
民事法律科、法律政策科 (現
已更名為「憲制及政策事務
科」)、法律草擬科、刑事檢
控科及維護國家安全檢控科。

律政司主要職能，不僅要在
法律程序中代表政府，還要
向政府其他政策局及部門提
供法律意見。

同時，還需要草擬政府條例
草案、作出檢控決定，以及
推廣法治。

基本上，僱主與僱員之間的
僱傭關係是受制於僱傭合約
的約束。

若僱主超過 1 個月未給拖欠
的人工，僱員可以當僱傭合
約已被僱主終止。

在不違反《僱傭條例》及其
他有關條例下，僱主及僱員
可以就僱傭條款及細則自由
協商及達成協議。

這時僱主需要給回僱員應該
要付的人工、花紅及長期服
務金等。

律政司肩負以上這些功能，
絕對不只是檢控咁簡單！

僱主如故意又無合理辯解下
不準時出糧給僱員是可以被
檢控，最高刑罰是罰款 35 萬
及監禁 3年。

如果想解決勞資之間的爭議，
勞資審裁處可為勞資雙方以一
個快捷簡單便宜的方式解決。

S
can QR code 可登

入

網
站

律政司的工作只是

做老闆真是最大？

負責檢控咁簡單？

1 2 3

4

1

4

5

2

5

6

3

6

法律小常識

根據《基本法》第 106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

於自身需要，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人民政府亦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徵稅。
所以答案是A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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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5：

律政
動畫廊

另一重要使命，是提升及推
廣香港作為促成交易和爭議
解決的國際法律樞紐地位。

https://www.doj.gov.hk/tc/community_engagement/studio_doj/index.html


律政司部門簡介

律政司有六個法律科別，司內的律師（通常稱為「政府律師」）分別在其中一科工
作。而政務及發展科則由律政司政務專員主管，負責向這六個法律科別提供一般支援。

每個法律科別均由一位律政專員掌管，分別是民事法律專員、刑事檢控專員、法
律草擬專員、國際法律專員、維護國家安全檢控專員和法律政策專員。律政專員除領
導所屬科別的工作，也協助律政司司長處理部門的整體管理工作。儘管各法律科別各
司其職，但在律政司所處理的事宜或案件當中，有不少都需由多個科別或由科內多個
專家組別合力解決，確保相關政府部門或決策局得到全面協助。

律政司司長

民事法律科

‧��民事訴訟、調解、
� 仲裁和審裁處的事宜

‧��與土地有關的諮詢
事宜

‧��與商業合約和商業
活動有關的諮詢事宜

‧��提供一般法律意見

‧��仲裁

刑事檢控科

‧��就刑事案件提供意
見和作出檢控

‧��在刑事法律、法例
常規和效力方面向
執法機構提供一
般法律意見

維護國家安全
檢控科

‧��處理危害國家安
全犯罪案件檢控
工作和其他相關
法律事務

法律草擬科

‧��草擬所有由政府提
出的法例

‧��審閱並非由政府提
出的法例擬稿的
格式

‧��提供持續更新的香
港法例資料庫 

憲制及政策
事務科

‧��法律政策事務

‧��《基本法》

‧��中國法律

‧��人權

‧��政制發展及選舉

‧��一般諮詢及投訴

國際法律科

‧��多邊國際協議

‧��雙邊國際協議

‧��國際公法

‧��司法互助

政務及發展科

‧��一般行政工作

‧��人事管理、財務、
� 會計及物料供應

‧��培訓

‧��資訊科技

‧��法律藏書

‧��與其他政府部門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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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驊女士,�大紫荊勳賢,�GBS,�SC,�JP

想了解更多法治及法律資訊，立即追蹤「普惠避免及解決爭議辦公室�IDAR」的社交媒體帳戶：

https://www.facebook.com/dojhk.idar/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dojhkidar/

https://www.weibo.com/7075497363/

（「電子版香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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