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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發展，市民對香港法治、政治體制和《基本法》爭
議有增無減，例如「一帶一路」和「一國兩制」的爭論、
「一地
兩檢」法理論說、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違憲辯論、內地及
香港在「一國兩制」架構下的權責等等，反映出隨著大眾對自
身的公民和《基本法》意識不斷提高，不再只著眼於《基本法》
的表面內容，反而更著眼於《基本法》深層次的法理及歷史問
題。

基本法基金會通過推廣、教育及能力建設，加深社會對法治及
《基本法》的認識及實踐； 進行有關法治及《基本法》的教
育和研究； 主力解決及補充現時教師及學生有關法治及憲法
教育的問題； 提供有關法治的課外材料，發展和提高學生的
衝突管理、解決問題和捍衛自己觀點能力；為社會及學校提供
專業、全面和高度可信的法治教育； 教育新一代法治精神。」

- 李浩然博士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 基本法基金會會長
-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非官方委員
- 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委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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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歷史及理念 Our Background

基本法基金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會”）是於 2016 年 11 月 11 日成立的
註冊公司，由李浩然博士 MH JP 和一群法律界及教育界人士創立，致力於提
供和促進《基本法》教育和研究。該公司。本會目標成為一個專長《基本法》
教育及研究的非政府、非盈利及非政治的民間機構，負責提供全面及高質的
《基本法》教育及研究。
根據組織章程，我們的目標包括：推廣《基本法》教育及研究； 支持「一
國兩制」、《基本法》、內地及香港關係、憲法及政府社區治理的相關題目；
推動海外、內地及香港之間的《基本法》研究事項；提供支持《基本法》
教育及研究等相關的活動。
基金會定立了工作範疇的計畫，強化本會的長處和特點，分別是開展：
-

-

《基本法》及社區研究、教育及倡議；
⚫ 憲法及《基本法》
⚫ 18 區社區研究
⚫ 傳統及社交媒體《基本法》教育
⚫ 政制發展
社區服務及接觸；
歷史、政治、法治及公義研究；
社區及學校講座；
⚫ 傳統及社交媒體《基本法》教育；
⚫
⚫

研究「一國兩制」、《基本法》、內地及香港關係、憲法及政府社區
治理的相關題目
《基本法》培訓、支持中學《基本法》教育及 其他符合本會宗旨
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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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 Our Strategy

基金會目標是能夠全方位教育香港新一代有關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知識
和意識。所以，為能夠有效接觸學生，基金會以「政府、學校及社區合作」
（Government, Schools & Communities Cooperation GSCC）的策略，將基金會
資源投放社會大同層面，上至政府政策、中至學校課程和下至社區力量的方
式，全方位提供高質的憲法和《基本法》教育給香港學生。

基金會目標是能基金會會安排
各類的社區活動，和各個地區
的民間青年組織建立良性的關
係網，以社區活動等的「貼地」
的方式，接觸香港新一代，將
《基本法》知識帶入民間社區，
成為教育的重要一環。

社區

教育
政府
基金會主要成員一直為政府公
務員提供《基本法》教育，基金
會會長更獲特區政府邀請，成為
首位國家憲法課程培訓專家，同
時在政府委員會擔任公職，尤其
在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重要要
員，推動政策層面的《基本法》
教育和研究。

學校
基金會主要成員和教育界保持良
性的 合作關係，更曾在超過 100
間的中小學提供《基本法》學生教
師教育講 座，更曾參與教育局《明
法達義》的 《基本法》教材設計，
基金會將會將 教育講座系統化，
因應各區和學校的 需要，提供不
同層面的教育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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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金會網絡 Our Network
基金會期望能夠聯合各組織的力量，溝通上至政府、中至議會、下至民間組
織的各類資源，提高《基本法》教育的效果。

政府網路
（Government Network）

基金會核心成員在政府擔任多個重要政府非官守職務，尤其一
直為教育局、律政司、
《基金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公務員事務
局公務員培訓處和內地及政制事務局的首位公務員國家憲法
培訓講者，為各部門提供培訓和專業服務。

學校及教育界網路
（Education Network）

基金會核心成員在過去 10 年期間，致力為學校提供《基本法》
及國家發展的教育支援、培訓和講座服務，從而在教育界中建
立了龐大的資源網路，潛在受惠學校達 146 間學校，學生約
338,152 人。基金會成員在過往的努力中，已和不同的校長會、
大小的教師團隊建立正面關係，團體包括：官立學校、保良局、
東華三院、天主教香港教區、香港聖公會、香港佛教聯合會和
教育評議會。

社區網路網路及學校
（Social Powers Network）

基金會成員過去一直建立社區網路，在區議會之間建立龐大的
網路，連系上區域性及社區性的社區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當中，
觀塘區、元朗天水圍區、灣仔中西區、深水埗區和沙田區和基
金會關係密切。更重要，區議會的力量能幫助基金會工作擴展
到學校，增加受惠學生和教師人數。

教育研究網路
（Experts Network）

基金會成員因《基本法》及憲法研究和教育工作成就突出，在
《基本法》學術界別建立了良好及權威的聲譽，一直和各個社
會德高望重的教授和法律人士保持正面和合作關係，共同發展
《基本法》及政制相關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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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
工作
Education

基金會目標透過提供《基本法》教育，擴大教
育界的戶口本，瞭解不同教學團體的內外互
動關係、和他們建立友好和正面關係，結合
新思維和新一代的文化特點，將《基本法》教
育的工作能夠不偏不倚的在學校網路發展。
除了繼續提供過往的服務外，基金會計畫有
系統性推廣《基本法》教育，以上述的策略作
為基礎，不只著眼於學校方面，而在其它的
領域上全方位發展《基本法》教育，達到雙互
雙成，互相支持的效果，學生和教育人士在
課內和課外都能夠接觸《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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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社區
組織
1 憲政法之道講座系列
講座系列，目標是一方面提高參加者對《基本法》的意識,另一方面透過數個講座題目,能夠以不同的
歷史維度及觀點,講解《基本法》框架下的特區政府所享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責及發展,和「一國
兩制」方針,建立參加者對《基本法》發展的宏觀歷史觀,正確認識《基本法》下的「高度自治」,加
強他們對香港法治及政制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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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西區基本曆法之行
曆法之行目標是提高參加者對《基本法》的意識，及透過安排與香港發展及《基本法》歷史及憲權相
關的地點進行考察行和專家接觸，讓專家講解香港歷史及《基本法》發展歷史之間的關連，當中包括
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權責及「一國兩制」方針，建立年輕一代對國家、香港及《基本法》發展的宏觀
歷史及法治觀，正確認識「高度自治」和「一國兩制」的香港在國家和國際角色，從而讓他們深入認
識香港法治及政制的來龍去脈。本專案主要對象及預期參加者是 16–30 歲的年輕一代，但也歡迎其
他齡層人士參加。

•
•
•

「孫中山在港的身心路歷程」看香港
及國家的關係
中、英管治下的中西區看現時《一國
兩制》的歷史源頭
從法律及歷史看《基本法》下的香港
政法發展

3 你我明法：全港 18 區《基本法》小測驗
今次提出的活動主要是協助地區的回歸 21 周年的慶祝嘉年華活動，安排公眾攤位，以小遊戲和《基
本法》禮物方式向基層市民和家庭推廣《基本法》知識和提高他們的法律意識，從而達到社區宣傳《基
本法》的效果。

在 30 個小區舉行了 52 次《基本
法》教育活動,並已接觸了約
25,000 人。本活動成功和地區人
士、區議會及社區組織建立了一
個互助互信的政治關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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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點一：國慶 70 周年及基本法頒佈 29 周年社區嘉年華
本活動旨在（1）增進和提高公眾對《基本法》
，
《中國憲法》和國家
發展教育的認識；
（2）在區議員、地方社區、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相
關利益攸關方之間建立積極合作和（3）向社會提供一系列公民，憲
法和國民教育。
通過學習有關「一國兩制」
，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社會經濟，文化
和法律關係的知識，它可以幫助參與者發展法治，正義和社會道德
觀念。
支援單位：

超過 26 個大小型社區組織參與 —

~ 7,000 人

•
•
•

香港賽馬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灣仔區議會

•
•
•
•
•
•
•
•

香港菁英會
港區貴州政協委員聯誼會
香港貴州商務促進會
香港貴州聯誼會
香港貴州文化交流基金
貴州財經大學港澳校友會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新青年團

•
•

香港發展中心
灣仔社區聯會

•
•
•
•
•
•
•
•
•

香港聲之動力藝術協會
灣仔區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委員聯席會議
青新角度
聚秀一方
群芳薈
耆趣領域
思考香港
點知天下
香港僑界社區聯會

•
•
•
•

新世紀協會
灣仔環保健康動力
灣仔社區活動中心
銅鑼灣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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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點二：法治及《基本法》網上教育平台
基金會得到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願景 2030 計畫）的支持，透過推廣、
教育及能力建設，加深社會對法治及《基本法》的認識及實踐，而且進
行有關法治及《基本法》的教育和研究，並主力解決及補充現時教師及
學生有關法治及憲法教育的問題。例如提供有關法治的課外材料，發展
和提高學生的衝突管理、解決問題和捍衛自己觀點能力；為社會及學校
提供專業、全面和高度可信的法治教育；和教育新一代法治精神。
為令法治教育能夠更全面解釋國家和香港的關係、香港法治發展、香港
《基本法》的歷史及法理因素和「一國兩制」的由來，內容將會包括「曆」
元素 — 從歷史長河講解過去及今天香港及國家的關係、法治體制、理
解《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 來龍去脈；及「法」的元素 — 從和
平法治精神及法理學解釋法治的形成過程、核心精神和理論。

網上平台：
法治及基本法網上教育資源中心
e-Resources of the Rule of Law & Basic Law
https://www.basiclawresources.info/

初中及高中教材總共有：

4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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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會定期出版教材，而且每個月在 zoom 舉行網上教師培訓講座，就著《憲法》及《基本法》
的主題定期向教師解釋。
每個教材單元各有工作紙與相配合的簡報，涵蓋整部《基本法》的序言及各章節。工作紙與簡報
皆以 MS Word 及 PowerPoint 格式製作，方便教師按學生的能力、興趣與學習需要作出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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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網 上 資 源 網 站

提 供 憲 法 培 訓

「願景計畫將推出法治與《基本法》網上資源專案，
建立網站 basiclawresources.info，並將相關資料上載作
教師參考平台，例如解釋一國原則的投影片等，人人
均可使用，而部分工作紙則只讓已註冊教師存取，配
合教學。專案亦能配合非政府組織如勵進教育中心，
向教師提供《基本法》和憲法培訓。」
「計畫中最後一個已落實活動『Meet the Community』
由律政司檢控科負責，沿用自六年前到校講解刑事罪
行，提醒青少年小心毒品、欺淩等問題，在願景計畫
中將加添法治概念、《基本法》憲法資料等。」
— 星島日報專訪鄭若驊「願景」十年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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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
工作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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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面，基金會以專業、中立的角色，系統地開展包括《基本法》
、
「一國兩
制」
、憲制發展、社會管治及內地及香港關係的研究，一方面梳理及研究《基本
法》的法理基礎，另一方面透過研究社會心態和現況，為公眾及政府提供實際的
解決方案。

和平及衝突研究專案
Program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基金會在 2020 年 6 月成立「和平及衝突研究專案」
（Program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自 2019 年反修例風波開始，香港社會面對史無前例挑戰，
各種意識形態仍然激蕩迴旋，嚴重對立及兩極化。這次社會
動亂涉及大量因由，除了政治和警方執法議題外，都有涉及
到教育及民生議題，上至體制模式、中至宏觀政制經濟結構
及特區政制架構及權力分配、下至社區民生情況。
有見及此，基金會開展《和平與衝突研究專案》
（Program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這是一項跨學科的研究領域，一
方面主力研究衝突的因由，從多角度分析群體激進化的成
因、過程；另一方面旨在研究如何以和平手段預防和解決衝
突及暴力激進化問題，從而提出解決方法及政策建議。

「研究衝突和激進化過程中涉及
大量複雜的領域，所以我們有
必要進行大量研究，從而理解

」

我們社會的狀況以及提出相應
對策。

陆子玮先生 研究员
和平及冲突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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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基本法案例彙編（1997-2010）（第四十三條至第一百六十條）
《基本法》是確保「一國兩制」能夠成功實踐的重要基石。如果把建
設特別行政區比喻為建設一棟高樓大廈的話，兩者的關係就好比是，
《基本法》本身的條文和起草過程是樓的地基，保證了大樓能夠往上
建設。而與《基本法》相關的日常運作，構成了無數案例，這些案例
就是在建設上面的樓層。本書與較早前出版的《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
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該書集中研究前者，而本書則把焦點放在後者。
本書梳理回歸後首十三年這第一個樓層的發展，包括涉及《基本法》
的案例，以及通過司法運作如何充實《基本法》的內容和面貌。本書
著力以深入淺出的方法，把這些案例介紹給讀者，希望令大眾普及對
《基本法》的認識。本書尤為適合非法律從業者、任教和學習《基本
法》的老師和學生，以及所有對《基本法》感興趣的普羅大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 國安法 廿三條 安全與自由？— 國家安全法之立法及比較研究
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並非必然矛盾而不能共存。因為缺乏安全的保
證，個人的自由也無從談起。只有以法律在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之間
取得平衡，個人的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回歸二十多年來，香港特區內一直未能形成共識，履行應有的憲制責
任，為 23 條立法。本書結合港英政府時期的相關條文過渡特區政府，
以及參照外國及地區國家安全法進行比較研究，討論國家安全法的合
理性，以及提供 23 條立法的原則建議。作者認為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
並非必然矛盾而不能共存。因為缺乏安全的保證，個人的自由也無從
談起。只有以法律在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之間取得平衡，個人的自由
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 從犯罪學緊張理論探討香港反叛主義及激進化的起因和成形
2019 年香港面對前所未遇的政治民生困局。民間智庫及政府需要從多
角度深入瞭解騷動背後所牽涉到的政治、經濟、教育、住屋、社區政
策方面的問題，才能長治久安。本文章就是協助民間機構及特區政府
從社會犯罪學的角度，提供相關開拓性研究，為準確瞭解 2019 年香港
社會動亂的深層核心的起源及發展過程時提供理論基礎。本文以定性
研究方法，用緊張理論並解釋 2008 年至 2010 年時期香港經濟（財富
人口分配問題、青年就業及就業素質問題及整體香港生活質素指數的
負面變化）及社會文化因素（物質文化）如何使青年觀感上面對嚴重
“緊張感”，製造有利反叛主義溫室，使激進化現象容易在社區播散，
尤其青年群體。
《紫荊論壇雜誌》第 53 期，51-55 頁；
《紫荊論壇雜誌》第 54 期，70 - 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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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反修例社會動亂中示威陣營的社媒運用和政治文宣發展過程和作用
本文目標是梳理及研究示威陣營在反修例事件的社媒及政治文宣的
角色、重點分析示威陣營如何有效使用媒體影響事件的發展及示威模
式及研究政治文宣的影響力和作用。研究發現示威陣營的文宣工作早
在修例初期已開展，只不過隨著事件發展，主導權出現轉換情況。初
期即大量政治活動的工作是由政黨負責和主導然後即出現大規模去
中心的文宣工權力淩散及沒有明顯統一領導的狀態，出現有機、自發
性的“無大台”示威模式。

《紫荊論壇雜誌》第 51 期，86-92 頁；
《紫荊論壇雜誌》第 52 期 ，75-82 頁。

5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法治和管治研究
本書是李浩然博士關於「一國兩制」下香港多方面的法治與管治問題
的論文集結。這些文章涉獵甚廣，既有對經典理論問題的再闡釋，也
有對新問題和新視角的探索。全書的論述資料充實、細節豐富，且有
一定的國際視野。
本書特色：=學術性強。本書的文章大多是學術論文，資料詳實，有一
定的國際視野。涵攝較廣。本書既研究經典理論問題，也探索新的研
究角度，比如香港基層治理問題、單一制國家地方授權模式和混合司
法管轄制度的比較研究等。觀點獨到。作為經過內地法律訓練的香港
本地人，作者在觀察香港問題時能兼具普通法和大陸法的視角，在觀
察香港本地問題時也有不少細膩的思考。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6 國籍的抉擇：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研究
本研究梳理回歸後《基本法》第 24 條、
《中國國籍法》
，以及法庭判
例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規定，明確指出中國公民身份，以及以
香港為永久居住地兩項條件，是維持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基礎。這
兩個要件的同時消失，意味著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喪失。因此，移居海
外的永久性居民，當他們拿到外國國籍時，他們會因為《中國國籍法》
第九條而自動喪失中國公民身份，由此亦會同時喪失香港永久性居民
身份。 本研究指出，回歸以來有關政策並沒有主動彰顯《基本法》第
24 條的立法意圖和精神，通過相關的實體法律或政策，褫奪已經移民
外國及取得外國國籍人士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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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man Security and Threats Associated with the Impacts of 2019 Hong Kong Social Unrest
Hong Kong has just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social unrest that started in
2019. The unrest dragged the city into a chaotic situation that had not been
seen in the last 50 years. Violence and crimes occurred across every corner of
the territory, affecting every citizen’s livelihood. The article lists several critical
personal and community insecurities and threats,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1)
group conflicts and increasing crime rate, (2) the legitimacy issue caused by
the distrust among citizens and authorities, (3) psychological stresses that
endanger public mental health and (4) violent political radicalization that could
potentially trigger future hate crime and violent extrem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11(2), [in-print].

8 The 2019 Social Unrest: Revisiting the Pathway of Radicalization in Hong Kong from 2008
to 2012 – an Explorative Approach with General Strain Theory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by the Researcher of the Program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at the Basic Law Foundation. The article’s purpose is to
provide pioneer criminological perspective to explore and explain the cau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right-wing radicalization in Hong Kong context from the
year of 2008 to 2012 through the scope of Agnew’s general strain theory.
Previous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factors
and radic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s to revisit the birth and rise of
right-wing radicalization in Hong Kong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o-economic
aspects.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6(3), pp. 1161-1204.

9 Young People and The Belt and Road (Foundation Sponsored)
In 2013,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hich envisions a world with better
development, better connectivity, and better cooperation was launched in
Kazakhstan. As a global, multi-generational vis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primarily benefit the young people of the world today. To
e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initiative, their voices need to be heard. This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s little systematic work has been done to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this book, young authors from 16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s share insights about their countries. Each
Chapter focuses on a single country in the region. Based on the complex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esent realities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authors present their cases of the potential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provide their suggestions for change.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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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重點一：青年團體眼中的區議會 - 問卷調查報告
本次調查就是研究現時青年團體對他們的看法和認識。內容
分為五大部分，1 區議會的地區職能、2 選擇區議員的考慮因
素、3 區議會及區議員過去一年的工作表現、4 區議會對於社
區青年發展上的表現，和 5 期望及區議會的未來發展。調查
以網上問卷形式進行，並透過多個青年團體在網上發放。問卷
調查為期兩個星期，從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4
日。

主辦機構：
•
香港菁英會
•
香港青年聯會
研究機構：
•

基本法基金會

合作及支持機構：
•
香港菁英會創新科技研究會
•
香港菁英會政治研究會
•
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
•
香港華菁會
•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
網路紅人工作者協會
•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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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點二：基本法網上案例館

基本法教育及案例網站名為「基本法案例館」(the Case Library
of the Hong Kong Basic Law)。本網站以「簡單」 (simplicity)、
「簡約」(minimal)、「專業」(professional)、「年輕化」(youthful)
及 「活力化」(energetic)的元素作為發展方向。

案例館已準備好約 100 個《基本法》案例,現時已完成
1997 – 2000 年 及 2001 – 2003 年的所有《基本法》重點
案例。每一個案例都會包括三個部分：(1)案件背景和基本
事實、(2)涉及的《基本法》條文、(3)爭議焦點及(4)判決及
法庭處理情況；詳細解釋整個案件的發展和判決。

現時基金會的案例館已透過香港政府教育局
和民間組織學友社接觸教育人士, 並讓學校
用基金會的案例館網站幫助《基本法》教育,反
應良好。

20

六、
公众
发声
Advo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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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社論工作
基金會成員會不定期就著《憲法》
、
《基本法》
、法學、犯罪學、社會發展、本
地及國際政治事件在各個報刊平台發表社評和分析文章。
主題
對解放軍掃街質疑 沒充足法律依據

出版
思考香港

「東北案」是真正的司法災難或是正常的司法公義？

思考香港

從犯罪學角度探討難民在港犯罪的原因及對策建議

思考香港

起草基本法時的顧問院

香港 01

以法論法之十二海逃案件

香港 01

法治才是香港根本的核心價值

香港 01

真正的三權分立

香港 01

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法理分析

香港 01

政制

理解中國行政架構 兩辦非「部門」

明報

對基本法第 18 條的理解

明報

法治

憲法與香港國安法律

明報

政治操弄傷害司法和法治

明報

人大決定為特區立國安法的法理依據

明報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 有權行使緊急法

明報

一地兩檢非法律問題 僅為互信問題

明報

只有台灣能管轄陳同佳案

明報

普通法和大陸法

明報

人大釋法是香港法律體系一部分

明報

法治與基本法

明報

多元包容，更須堅持“愛國者治港”

光明日報

增進香港青年對內地瞭解參與 可解身份困惑

深圳衛視

昔日反對派向建設性轉型 政壇同樣有空間

深圳衛視

新選委會可改善政府管治促民主發展

鳳凰秀

探討未來優化公民教育的方向

思考香港

香港民主排名好得人驚？

思考香港

社會和政府應儘快合力研究設立特別情緒輔導支持的措施

思考香港

社會

貴州省的易地搬遷扶貧經驗

思考香港

國際政治、社媒和本地「反社會」風氣

思考香港

教育

從社會犯罪學理解香港青年「反社會」的心態

思考香港

「高齡罪案」趨勢：貧窮及社會冷漠

思考香港

David Perry 事件：香港法治成為國際政治的犧牲品
Hong Kong needs Peace Education

橙新聞

Countering Fake News

橙新聞（英文）

Radicalization, a threat against HK security

橙新聞（英文）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hat’s next?

橙新聞（英文）

The pros and cons of consensus politics for Hong Kong

南華早報（英文）

橙新聞（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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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冷戰思維侵略性政策又是一大敗筆

出版
思考香港

特朗普本性終於將美國推向「軍事化民主國家」

思考香港

《亞琛條約》減英美勢力，重整歐洲力量

思考香港

巴西毒品及暴力罪案：法治及民主的殺手

思考香港

菲律賓的司法「公義」

思考香港

德國同意中國的「多邊主義」思維——亦是為歐洲未來開路

橙新聞

國際

北約 2030:「零和遊戲」思維

橙新聞

巴西，人民渴望軍政新時代

橙新聞

關係

巴西，明日的軍政、極權、反左的世界

橙新聞

「黃背心」暴動背後的法國經濟民生困局

橙新聞

黃背心社運，歐洲的「Facebook 革命」

橙新聞

委內瑞拉「變天」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錯嗎？

橙新聞

喀什米爾宗教問題— 印巴和平之路的絆腳石

橙新聞

特朗普的新冠肺炎政治操作
It's time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on 'genocide'

明報

Genocide in Xinjiang? Here are the facts

中國日報（英文）

中國日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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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眾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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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長 Our Chairman

李浩然博士 榮譽勳章 太平紳士
Dr. Simon Hoey Lee Medal of Honor & Justice of the Peace

清華大學法學博士，主攻《基本法》研究。李博士
在《基本法》研究和教育均擁有豐富的經驗。現為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非官方委員、教育局課程發
展議會委員，近年對《基本法》教育及社會服務有
大量貢獻，例如：曾參與撰寫教育局名為《明法達
義》的《基本法》教材、擔任中小學必修課《基本
法》的首部視像教材授課人、出版《香港基本法起
草過程概覽》
、
《以法達治》
、
《香港基本法案例彙編:
1997-2010 : 第一條至第四十二條》等等，而當中的
《案例彙編》更被香港特區政府採用為官方發佈內
容。現為香港華潤集團境外業務部董事總經理及粵
港澳大灣區工作組秘書長。

經驗
現任華潤（集團）粵港澳大灣區辦公室主任兼秘書長
團結香港基金 副總幹事
香港華潤集團戰略研究中心港澳研究室 主任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內的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 訪問學者
貴州省息烽縣人民政府 縣長助理
清華大學法學院 訪問研究人員
社會公職
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價值觀教育常委委員會 主席
基本法基金會 會長
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非官方委員
香港特區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 委員
香港學友社 主席
香港菁英會第八屆執委會委員兼政治組 召集人
全國港澳研究會 理事
粵港澳教育專業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理事會 副會長
中國國務院「一帶一路」香港課題組法律和金融組 召集人
清華大學法學院香港政改法律問題研究課題組 項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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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團隊及顧問 Our Team and Advisor

湯棋淯女士（對外事務）
香港執業最高法院大律師。市建局董事會非執行董事(非官方成員)、香港羽毛球總會
名譽會長及香港孔教學院永遠名譽會長。美國柏克萊大學理學士、香港大學法學專
業證書;香港仲裁司學會會員及英國特許仲裁司學會會員。
陸人龍教授
香港大學歷史系及中文學院名譽副教授。曾任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師及高級講師、香
港大學文學院前副院長、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前副院長。
李志雄老師
於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任職高級課程發展主任，並在 2003-2016 年任總課程發展主任，
負責個人丶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包括中國歷史、歷史、經濟、地理、宗教、
旅遊與款待和生活與社會等高中和初中科目）的課程發展丶教師培訓、教材出版和
教科書審查等工作。
范凱傑先生
香港執業最高法院大律師、仲裁員及認可綜合調解員,是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創會
會長、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創會會長, 在推動青年發展與法律教育方面經驗豐
富。他擔任海南國際仲裁 院理事,現為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 禁毒常務委員會委員、
上訴 委員團(教育事宜)委員、校長資格認證委員會委員委員 。
葉劍明先生
香港執業最高法院大律師。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法律顧問。
陸子瑜先生
香港執業事務律師，新南威爾斯大學國際政治學士畢業，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博士 JD
優等榮譽畢業，香港城市大學法學專業證書，香港中律協會員及亞太法律協會成員，
現於一間中國知名律師事務所的香港辦公室處理企業融資及規劃等工作。
湯務真先生
偉凱律師事務所 White & Case 香港辦公室並購和私募股權業務合夥人。他為全球和
大中華區的若干重要機構投資者和跨國企業處理 戰略並購。美國紐約州律師、英格
蘭及威爾士事務律師,並持有中國法律職業資格。湯律師畢業於清華大學和加州大學
伯克利分校。長期致力和投身於香港的法治建設及教育。
郭富強先生
香港執業事務律師，持有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榮譽文學士(主修翻譯及傳譯)、香港中
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博士 JD，及香港城市大學法學專業證
書，是香港教育局之檢定教員及香港中律協會員。
龐運龍先生
香港大學文學士、倫敦大學法學士、香港大學法學專業證書畢業，現為香港執業大
律師，主要從事刑事訴訟工作。在成為大律師之前，曾於警務處擔任警務督察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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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天樂女士
香港執業事務律師。曾於跨國保險公司擔任管理工作。英國諾定咸大學文學榮譽文
學士(主修工業經濟)、英國曼徹斯特商學院及爾斯班格爾大學 （聯頒）工商管理碩
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博士 JD。英國特許保險學會資深院士、英國特許保險師及香
港中律協會員。
梁餘生老師
曾在中學任教人文歷史學系超過 20 年，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項目研究員及前香港
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研究員，主要研究香港及中國歷史。

尹國華 總編輯
香港執業最高法院大律師。香港大學物理系學士；1989 年進入香港大學修讀法律，
其間曾取得獎學金赴劍橋大學進修，並在 2002 年於清華大學修讀法律，曾是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法律系兼職教授。師承清洪等資深大律師。
陸子瑋先生 研究員
基本法基金會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社會犯罪學、激進化問題、衝突、和平及非傳統
安全研究議題。現為港大畢業同學會增補理事和政策小組成員,過去曾擔任清華法
律(香港)學會研究員、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擔任特邀兼職講者、團結香港基金及
震旦顧問有限公司研究助理及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學生研究助理。
本科香港城市大學犯罪學畢業,現正修讀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國際政治碩
士。在巴黎大學政治學院進修國際關係及公共政策(人類安全)短期課程,及在清華
大學修讀國情及新媒體研究短期進修課程。
王靜博士 特邀研究員
清華大學法學院本科和碩士畢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職業資格 證書。德國弗萊堡
大學與馬克斯普朗克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共 同培養博士研究人員,和馬克斯普朗
克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現為基本法基金會特邀研究員及德國馬
克斯普朗 克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博士人員。
袁曉航先生 特邀研究員
在清華大學主修法學（國際）及法學理論專業研究生，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全球政
治經濟碩士。曾仼團結香港基金的研究助理，主力負責香港網路輿情挖掘與分析平
台建設、智慧化決策輔 助平台的研究與建設、提供行政工作及提供社區研究的後援
工作。同期，在清華法律學會(香港) 參與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金融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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