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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第十第十第十五五五五屆屆屆屆《《《《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大使培訓計劃大使培訓計劃大使培訓計劃」」」」招生簡章招生簡章招生簡章招生簡章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贊助贊助贊助贊助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公民教育委員會 

協辦機構協辦機構協辦機構協辦機構：：：：香港基本法青年大使聯盟 

支持單位支持單位支持單位支持單位：：：：律政司、教育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和富社會企業、香港副校長會、香港青年社會服務團、香港大專生發展協會 

 

主辦機構簡介主辦機構簡介主辦機構簡介主辦機構簡介 
 

 1993年，十二位前基本法草委、諮委，發起籌組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同年 4月 4日，香港基

本法推介聯席會議正式成立，推選高苕華女士為召集人。當時共有二十七個團體參加聯席會議，現已增

至六十四個。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的成立，是為了向香港市民宣傳及推介《基本法》，讓港人認識《基本法》

對香港的平穩過渡、繁榮安定和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有極其深遠而重要的意義。 

曾舉辦活動曾舉辦活動曾舉辦活動曾舉辦活動：：：： 

回歸前後，本會努力不懈透過多種類大小不同的形式和渠道向各階層市民推廣基本法，獲得普遍的

認同和支持。另外，本會為不同團體提供活動場地。本會的活動主要環繞三大層面之人士，分別為社會

大眾、教育工作者及青少年三大類： 

� 社會大眾：《基本法》頒佈周年研討會、唱好《基本法》與中國民歌歌唱比賽、《基本法》書法比賽、

全港或地區《基本法》推廣日/嘉年華等 

� 教育工作者：校長及教師國情與《基本法》探究計劃、出版教材套及舉辦教師內地考察交流團等； 

� 青少年：全港大專生/中學生/小學生《基本法》盃辯論賽、《基本法》及法律常識問答比賽、《基本

法》漫畫及短片設計比賽、「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中西區公民領袖學堂、

成長體驗計劃、飛躍生命義工培訓計劃、內地義教團及「一帶一路」考察團等等。 

 

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 

第十五屆《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以推廣《基本法》為核心，透過一系列的訓練活動，啟發參加者多角

度思考和分析，讓他們深入了解和進一步關心《基本法》。今年度亦以「愛自己．愛家人．愛香港．愛

國家」為主題，希望透過講座、工作坊、領袖訓練營、人物專訪等活動，達到以下目的： 

 

� 加強學生對《基本法》的認知和了解，並鼓勵推廣《基本法》； 

� 啟發學生作多角度思考及分析能力，主動關心香港社會事務； 

� 培養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價值觀，表達自己及與人相處的能力； 

� 培養學生解難能力和團體精神，學習愛己及人及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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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程活動日程活動日程活動日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一一一一 面試甄選面試甄選面試甄選面試甄選 2018年 6-7月期間  

元朗、天水圍或屯門 

九龍塘、沙田 

本會會址(堅尼地城) 

二二二二  啟 動 禮 暨 迎 新 日啟 動 禮 暨 迎 新 日啟 動 禮 暨 迎 新 日啟 動 禮 暨 迎 新 日  2018年 7月 17日 (二)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三三三三  
「「「「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及及及及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歷史與大綱歷史與大綱歷史與大綱歷史與大綱」」」」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2018年 7月 20日 (五)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四四四四  「「「「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地香港地香港地香港地」」」」城市定向活動城市定向活動城市定向活動城市定向活動 2018年 7月 24日 (二) 港九新界 

五五五五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下的立法會下的立法會下的立法會下的立法會」」」」講座講座講座講座 

及及及及「「「「一一一一國兩制下國兩制下國兩制下國兩制下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的香港」」」」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2018年 7月 27日 (五)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六六六六 「「「「我愛香港我愛香港我愛香港我愛香港」」」」全城關愛共全城關愛共全城關愛共全城關愛共融日融日融日融日 2018年 7月 31日 (二) 港九新界 

七七七七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與司法系統與司法系統與司法系統與司法系統」」」」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及及及及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與社會議題與社會議題與社會議題與社會議題」」」」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2018年 8月 3日 (五)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八八八八  三日兩夜三日兩夜三日兩夜三日兩夜領袖訓練營領袖訓練營領袖訓練營領袖訓練營  2018年 8月 8至 10日 
香港少年領袖團 

萬宜訓練營 

九九九九  籌備結業禮籌備結業禮籌備結業禮籌備結業禮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 2018年 8月 14日 (二)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十十十十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青年高峰會青年高峰會青年高峰會青年高峰會 2018年 8月 17日 (五)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十 一十 一十 一十 一  籌備結業禮籌備結業禮籌備結業禮籌備結業禮工工工工作坊作坊作坊作坊 2018年 8月 21日 (二) 
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2 樓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二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日日日日暨結業禮暨結業禮暨結業禮暨結業禮 2018年 9月 1日 (六)  待定 

*活動時間為早上十時正至下午五時正活動時間為早上十時正至下午五時正活動時間為早上十時正至下午五時正活動時間為早上十時正至下午五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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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一一一一、、、、啟動禮暨迎新日啟動禮暨迎新日啟動禮暨迎新日啟動禮暨迎新日 

邀請嘉賓主持啟動儀式及致歡迎辭，向參加者簡介整個計劃的目的和流程。同時邀請歷屆參加者代

表進行分享，讓參加者明白《基本法》大使的意義和使命。另外，同時進行破冰遊戲，以加深參加

者對彼此之間的認識和對整個計劃的投入感。 

 

二二二二、、、、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 

1. 「「「「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香港政治體制面面觀」」」」講座及講座及講座及講座及「《「《「《「《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歷史與歷史與歷史與歷史與大綱大綱大綱大綱」」」」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本會將邀請法律界人士或資深

學者講解香港政治體制在《基本法》框架下的發展，政治體制是《基本法》重要的組成部分，透過

互動的討論，啟發參加者獨立思考，有助參加者進一步正確認識《基本法》和反思香港的政治體制。

而工作坊中的活動令參加者對《基本法》的歷史與大綱有一定的概念，為日後的活動和向大眾推廣

《基本法》奠下重要的基礎。 

 

2.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下的立法會下的立法會下的立法會下的立法會」」」」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講解立法會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立法會的職責和

職能，加深參加者對政制和政策的認識，讓他們進一步認識立法會在制定法律和通過政策中的過

程，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並且尊重法律，主動關心社會事務。 

     

 

3.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與司法系統與司法系統與司法系統與司法系統」」」」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講座及工作坊：：：：本會將邀請社會人士、學者或律師主持講座，介紹香港

司法系統的運作、特點，以及與《基本法》的關係。期望讓參加者認識香港所有法律的權力都是源

於《基本法》，是整個司法系統重要的基石，更重要是讓參加者認識和尊重法律，成為知法、守法

的公民。 

 

4444....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與社會議題與社會議題與社會議題與社會議題」」」」及及及及「「「「一帶一路國策下的香港一帶一路國策下的香港一帶一路國策下的香港一帶一路國策下的香港」」」」講座講座講座講座及及及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工作坊：：：：為配合今年度「一帶一路」

的主題，本會將邀請社會人士或學者與參加者一同探討國家在實行「一帶一路」的國策與香港青少

年的關係，一方面讓參加者了解這項國策，認識國家最新發展與香港的定位。另外，更可以一同探

討《基本法》與社會議題的關係。    

    

5555.... 《《《《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日籌備工作坊日籌備工作坊日籌備工作坊日籌備工作坊：：：：計劃完結前，本會將舉辦《基本法》攤位遊戲日，讓《基本法》大

使向大眾宣揚學到的知識。參加者在籌備攤位的過程中，不但能學習與別人溝通合作的技巧，亦可

見證自己設計的「《基本法》攤位遊戲」落實到行動。除了能加強個人歷練外，更配合新學制下全

人發展的理念。 

    

三三三三、「、「、「、「政策多面體政策多面體政策多面體政策多面體」」」」報告書比賽報告書比賽報告書比賽報告書比賽    

政策報告書比賽橫跨整個《基本法》大使計劃，旨在鼓勵參加者主動關心時事、議政論政，並訓練

他們的多角度思考和分析能力。各個組別的政策報告書，都會在《基本法》攤位遊戲日暨結業禮上

展出，讓市民大眾接觸參加者的探究成果。 

 

四四四四、「、「、「、「社會議題深度行社會議題深度行社會議題深度行社會議題深度行」」」」採訪活動採訪活動採訪活動採訪活動 

參加者會分成若干小組，就《基本法》有關的社會民生議題，訪問社會各界人士及進行參觀活動，

然後整合所得的資料，加以分析，向其他參加者進行簡報。除了鼓勵他們主動了解社會上發生的事

情，更可以培訓他們採訪的興趣和技巧和多角度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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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青年青年青年青年高峰會高峰會高峰會高峰會    

為了讓參加者更深入探討《基本法》，本會將會安排參加者分成若干小組，就不同的《基本法》議

題進行探討，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居留權問題、釋法的依據、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

舉等議題。首先會走訪不同的《基本法》專家和學者，再到不同的社區訪問市民，參加者經過搜集

資料和分析數據，理性客觀分析現況，對相關的議題有一定的認識後，參加者將會被邀請出席《基

本法》青年高峰會，透過與官員、議員、學者等對話，從而互相表達對相關議題的意見。 

    

六六六六、、、、「「「「認識認識認識認識‧‧‧‧欣賞欣賞欣賞欣賞‧‧‧‧關愛香港關愛香港關愛香港關愛香港」」」」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系列活動    

1111、「、「、「、「認識香港系列認識香港系列認識香港系列認識香港系列」」」」參觀活動參觀活動參觀活動參觀活動：：：：活動將包括參觀香港重要的公共機構，包括參觀香港立法會，香港高等

法院及旁聽審訊、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或歷史文化建築、香港廉政公署等。以參加者親身觀察和感

受為主，在機構職員的導賞下，認識不同公共機構的運作及制度。本會亦會邀請相關機構成員講解

其職責內容和經驗。 

 

2222、「、「、「、「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人‧‧‧‧香港地香港地香港地香港地」」」」城市定向活動城市定向活動城市定向活動城市定向活動：除了學習《基本法》的知識外，參加者身為香港的年青新一代，

對香港的認知和待人接物的態度都不容忽視。城市追蹤活動要求參加者分成若干小組，一日之內穿

梭香港各區，在指定地點搜集資料，並完成指定任務。透過艱辛的過程，訓練他們的團隊合作精神、

溝通能力、領導才能和解難能力。活動結束後，他們將會更深入了解到香港的歷史和文化。 

 

3333、「、「、「、「我愛香港我愛香港我愛香港我愛香港」」」」全城關愛共全城關愛共全城關愛共全城關愛共融日融日融日融日：為了體驗香港社會的多元化和社會融和的可貴，參加者會分成若干小

組走到社區，把《基本法》大使的關愛精神傳揚開去，與不同性別、年齡、職業、種族人士溝通，

並邀請他們一同合作去完成指定任務，將關愛化成實際的行動。參加者可從中體會溝通和合作的重

要性，並將和睦互愛的氣氛推展至社會，為締造和諧共融的香港踏出重要一步。 

    

七七七七、、、、三日兩夜三日兩夜三日兩夜三日兩夜領袖訓練營領袖訓練營領袖訓練營領袖訓練營    

訓練營主要培訓參加者對抗逆境的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同時激發他們的領袖潛質和解難能力，再

配合有關《基本法》的探討活動，讓學員進一步鞏固對《基本法》的認知。訓練營主要活動如下： 

    

----    認識自己遊戲認識自己遊戲認識自己遊戲認識自己遊戲：：：：讓參加者進一步認識自己，發掘自己的長處，認清自己的方向，在學習別人長處

時，了解自己的不足，加以改進，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價值觀。    

----    團結合作訓練團結合作訓練團結合作訓練團結合作訓練：：：：讓參加者學習如何與別人融洽地溝通和相處，學懂互相尊重、包容和接納他人的

意見，從而建立彼此互信、關愛和合作的精神。 

    

八八八八、《、《、《、《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基本法》》》》推廣推廣推廣推廣日日日日暨暨暨暨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結業禮 

本會將會在公眾地方舉行推廣暨結業禮。參加者需要以《基本法》為主題，設計遊戲攤位予市民參

與，藉此推廣《基本法》。結業禮會邀請各界人士、教師、學生、家長等參與，參加者會透過連串

表演展現其學習成果，他們亦會在典禮上回顧計劃中的得益，與嘉賓及市民分享箇中體會。    

 

九九九九、、、、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及社區及社區及社區及社區巡迴展巡迴展巡迴展巡迴展    

《基本法》攤位推廣暨畢業禮後，參加者會正式成為《基本法》大使，肩負着向社會各階層推介《基

本法》的使命。他們會籌備展板或展品到不同的學校（主要為參加者就讀的學校）舉行展覽活動，

與廣大學生及市民分享計劃中的得益和感受。 

 

    



本本本本招招招招生生生生簡簡簡簡章章章章及及及及報報報報名名名名表表表表僅僅僅僅代代代代表表表表主主主主辦辦辦辦機機機機構構構構之之之之立立立立場場場場 5 

更多活動相關資料更多活動相關資料更多活動相關資料更多活動相關資料 

本會經已連續 14年成功舉辦《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參與學校達 200間中學，培訓近

1000名中學生為基本法大使，協助本會、學校或社會不同團體推廣《基本法》工作及公

民教育活動。 

 

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報名須知 

活動對象活動對象活動對象活動對象：：：：中二至中六學生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120人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200 (包括所有活動支出。費用於通過面試後收取。) 

嘉許嘉許嘉許嘉許：：：：出席率達 80%及表現優良者，可獲本會頒發證書， 

      本計劃經已在教育局「其他學習經歷」活動資料庫登記 200小時 

 

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報名方法 請填妥報名表格(亦可於本會網頁下載)，並於 2018年年年年 7月月月月 5日日日日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或之前交回本會。 

一、傳真至 2802 9963或電郵至 sh@jcpbasiclaw.org.hk； 

二、郵寄或親身到香港西環石山街 12號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13 樓 A室 

信封面請註明「第十五屆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 

三、網上報名：https://goo.gl/tBdQrn 

四、透過以下手提電話 QR Code 報名： 

 

QR Code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Facebook 專頁專頁專頁專頁 

 香港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香港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香港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香港基本法大使培訓計劃 

Hong Kong Basic Law 
Ambassador Training 

Scheme 

 

Hashtag：：：：#基使基使基使基使 #HKBLA 

查詢詳情查詢詳情查詢詳情查詢詳情：：：： 

電話：2519 3663 (秘書處 林先生) 

傳真：2802 9963 

電郵：sh@jcpbasiclaw.org.hk 

網址：http://www.jcpbasiclaw.org.hk 

地址：香港西環石山街 12號堅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 13 樓 A室 (港鐵堅尼地城站 B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