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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交 25週年情勢研析報告 

大陸委員會 2022.7 

 「愛國者治港」凌駕「港人治港」，與基本法所承

諾之雙普選目標、港人參政權利等漸行漸遠。

 國際金融中心及自由經濟體地位仍獲肯定，惟外

界關注國安法及陸港融合對其經濟自由度及自主

性影響。

 社會各領域續遭整肅清洗、劃設國安紅線，國際

組織對香港自由評比重挫，催化港人移民潮。

 司法獨立及公正漸受質疑，港人及外國商會對香

港法治信心動搖。

 國際社會仍高度關切香港情勢，續提對應與抵制

政策。

 中共律定香港高度自治從屬於「全面管治」，駐港

機構在港積極活動，加速推進陸港融合策略。

 我方持續密注香港情勢，務實推動交流及援港作

為，強化風險管控及應變措施，捍衛國家及民眾

利益。

香港於 1997 年移交中國大陸，我政府為維持對港政策

的一貫性與持續性，在香港仍能維持其自由經濟制度與自治

地位之前提下，將香港定位為有別於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之

「特別區域」，維持臺港人民各項關係往來。故每年就香港

的各層面發展與臺港關係現況提出報告，觀察時間由 2021

年 7月到 2022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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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整體評析

香港於 1997年移交中國大陸，迄今進入第 25年。過去

一年來，在政治運作方面，香港雖舉行了立法會、特首等選

舉，但僅能由北京認可的「愛國者」參選，香港基本法所承

諾的雙普選目標、港人參政權利，更形黯淡。而立法會「人

大化」及「武官治港」時代的來臨，遭外界批評「港人治港」

形同空談，擔憂未來爭議性法案恐輕易通過。隨著香港的高

速威權化，其司法獨立與公正亦愈受質疑。 

  「港版國安法」持續打壓香港自由人權，由街頭示威者、

議會反對派、民主社運人士，擴及職業工會、公民團體；過

去一年至少 60 個民間組織被迫解散或暫停運作，並首有外

國 NGO 遭該法針對性處置。社會各領域續遭整肅清洗、畫

設國安紅線，傳媒受創尤為慘重。國際組織對香港自由評比

再降，擔憂中共在港複製對陸社會控制模式，情勢惡化亦掀

起港人出走潮。 

在經濟運作方面，香港在經濟層面仍保持獨立之關稅、

自由貿易制度，港幣—美元聯繫匯率亦未生變；其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全球自由經濟體狀態，仍獲國際組織及智庫肯定。

港府發表移交以來首份香港營商環境報告，強調金融市場及

外資不受「港版國安法」影響，惟駐港公司卻呈現中資增加、

外資減少之走勢。外界將續關注在陸港融合趨勢下，香港能

否續維持經濟自由度及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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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主要國家及國際社會仍高度關切香港情勢。

英國指香港的治理及制度愈趨近中國大陸，惟認為陸港仍保

持差異；美國延續取消香港特殊優惠待遇，惟評估香港在貿

易、貨幣、綠色金融及氣候政策等領域仍保有自由度。因應

香港情勢，美國發布香港商務風險警示並持續制裁官員，英

國最高法院正副院長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拒為香

港司法背書；另美、英、澳等多個國家強化援港政策措施。 

   在陸港關係方面，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今年 6月 30日、7

月 1日訪港，其談話律定「一國兩制」核心，包括高度自治

權從屬於「全面管治權」，以及「愛國者治港」之政權法則；

喻示中共主導掌控的「一國兩制」，可從「50 年不變」轉向

「長期堅持不變」。另中共駐港機構在香港的積極活動，在

過去一年成「新常態」，未來發展值予關注。此外，今年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 3周年，香港對大灣區

官熱民冷，未來中共如何加強政策驅動，亦值觀察。 

在臺港關係方面，臺港官方互動受到兩岸關係、港府保

守心態等因素影響，未有進一步發展；惟雙方經貿、民間人

員往來仍能維繫。面對香港情勢發展，我政府跟隨主要國家

腳步，持續對愛好民主自由的港人伸出援手，修正「香港澳

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開放港澳學生可來臺就讀高中及五

專及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

法」，增訂以覓職為由，申請延期居留最長可達 1年等規定。 

鑒於中共對香港掌控日深，政府亦已加強各項審查把關，



4 
 

並修訂「國家安全法」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部分條文，強化風險控管。未來亦會持續密注香港情勢

發展，一旦偵測到有危害國家安全或損及國人權益之虞，將

立即積極啟動或研修相關法規，採取必要的應變措施，以捍

衛國家主權、民眾福祉及整體利益。 

    謹就香港移交第 25 週年（2021年 7月至 2022年 6月）整

體情勢發展評析如下： 

一、「愛國者治港」凌駕「港人治港」，與基本法所承諾之雙

普選目標、港人參政權利等漸行漸遠 

    過去一年，「愛國者治港」成為貫穿香港政治運作的關

鍵字。在新選制與「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嚴密把關下，

香港舉行了選舉委員會（負責特首、立法會議員之候選人提名與

選舉）、第 7屆立法會、第 6屆特首等 3大選舉，北京認可的

「愛國者」大獲全勝。縱使中共發布「『一國兩制』下香港

的民主發展」白皮書，自詡開啟「香港民主新紀元」，惟輿

論普遍認為，已與香港基本法所承諾的雙普選目標漸行漸

遠。 

    去（2021）年 9月 19日首先登場的選舉委員會選舉，過

程幾無競爭，遭批「更小圈子」選舉；投票率近 9成，然而

選民基礎由上屆（2016 年）逾 24 萬人，至今屆僅餘 7,891

人，大減近 97%。去年 12月 19日舉行的第 7屆立法會選舉，

地區直選及功能組別投票率僅約 3成，創香港移交以來新低，

反映港人的無聲抵制；建制派和「自稱非建制派」議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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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89：1，輿論指新一屆立法會幾已「人大化」。 

    今（2022）年 5 月 8 日舉行之第 6 屆特首選舉，唯一候

選人－前港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高票當選（獲選舉委員會 1,416

票，得票率 99.2%，為歷屆最高）；由於李出身紀律部隊，評論

咸認其當選意味著「武官治港」時代來臨。惟其於保安局長

任內力推「逃犯條例」修訂案，相關應處甚遭親中港媒冠以

「災難」名號，且民調滿意度長期低落，未來治港績效能否

獲港人認可，有待觀察。 

    特首選舉後，香港立法會於今年 6 月 15 日通過特首林

鄭月娥去年 10 月提出之港府架構重組方案。其核心之一：

將 3司 13局改為 3司 15局，新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運

輸及房屋局」分拆為「房屋局」與「運輸及物流局」，「民政

事務局」改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等；核心之二，則是

新設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副司長。中國大陸國務院繼之

於今年 6 月 19 日任命第 6 屆港府主要官員，李家超強調所

有官員均係其所選擇；惟部分新任者係在中國大陸出生、工

作，引發關注。 

    在「愛國者治港」的大旗下，民主派人士難以躋身體制，

而現存於體制內者，也遭當權者主導的政治規則逐步「清零」。

如選舉委員會選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鄭松泰遭指「並非真

心擁護特區及基本法」而被 DQ，即時喪失議員資格。又如

釋出「區議員宣誓無效將追討薪津」風聲，導致約 260多名

區議員自行辭職；隨後自去年 9 月 10 日起，分四梯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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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的 200 多名區議員進行宣誓，計 55 人因宣誓無效或缺

席遭褫奪資格。香港區議會經民主選舉產生的區議員由 479

人減至 151人，離任的 328人皆來自民主派。 

    儘管「愛國者治港」格局底定，「港版國安法」高壓籠

罩，惟港府認為香港仍面臨本土恐怖主義、外部勢力及其代

理人等風險，將續推香港基本法 23 條國安立法（包括：禁止

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政治性組織或

團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及禁止叛國、分裂、顛覆、

竊密、煽動叛亂），以應對安全挑戰。分析指，新任特首或在

任內完成該項立法及其他國安配套（如管制網路、打擊假新聞等），

向北京交出成績單。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民調結果，港人對於香港民主發展

的評分，在今年 5月為 4.43分（滿分 10分），較 1997年的 6.7

分顯著下跌。而英國經濟學人資訊社（EIU）今年 2月公布之

全球民主指數，香港在全球 165個國家和地區中，以 5.6分

（滿分 10分）位居第 85名，較該指數 2007年首次發布的 6.03

分、78名亦呈現退步。相關數據顯示，在「愛國者治港」的

政治工程下，無論是港人觀感，抑或國際評比，均反映香港

民主倒退的不爭事實。 

 

二、國際金融中心及自由經濟體地位仍獲肯定，惟外界關注

國安法及陸港融合對其經濟自由度及自主性影響 

    客觀而言，香港在經濟層面仍保持獨立之關稅、自由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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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度，港幣—美元聯繫匯率亦未生變；其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全球自由經濟體狀態，仍獲國際貨幣基金（IMF）、加拿

大智庫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等肯定。惟美國國務院、

財政部、商務部與國土安全部去年 7 月 16 日聯名發布香港

商務風險警示，指因「港版國安法」影響，呼籲在港營商的

美國企業和個人應注意可能面臨的法律、金融、資安、制裁

等風險。 

    港府則於去年 9 月 27 日發表移交以來首份香港營商環

境報告，回應美方及外界疑慮，強調「港版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金融市場保持穩定，聯繫匯率制度及各個環節運作良好；

並稱金融界普遍認為該法不會影響金融業運作，外國商會經

過觀察亦降低原本擔憂。港府官員對外亦口徑一致，多次宣

稱「港版國安法」並未使外資撤離。 

    惟據港府統計處發布數據，2021 年香港境外公司計

9,049家，其中母公司在中國大陸者 2,080家，在其他國家者

6,969家。其中，中資公司較 2020年成長 4.7％，較 2019年

增加 15.6％，而外資公司則較 2020 年、2019 年分別減少 1

％、4％，反映中資增加、外資減少之走勢。相關評論認為，

此一走勢除與全球經濟鏈重整有關，也反映「港版國安法」

在一定程度上減損了外資對香港法治和港府施政的信心。 

    香港能否續維經濟自由度及自主性，其變數除來自「港

版國安法」，更與陸港政策連動息息相關。中國大陸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於今年 3 月 11 日記者會表示，希港府鞏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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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國際金融、貿易及航運三大中心地位，反映中共仍欲

維持香港之對外門戶角色。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今年「七一」

講話提及，要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對

於香港經濟政策及體系之衍生效應，值予關注。 

    另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於去年 10月的施政報告中拋出「北

部都會區」構思，預計以 20 年時間建造香港北面及西北面

郊區（占香港總面積近 1/3），並透過 7 個陸路口岸與深圳連接

為「雙城三圈」（由西至東分別為「深圳灣優質發展圈」、「港深緊

密互動圈」和「大鵬灣╱印洲塘生態康樂旅遊圈」）。此一規劃固然

涉及解決香港經濟增長、產業升級、土地房屋等問題，惟亦

是香港向陸方靠攏、融入發展之舉，後續發展亦值觀察。 

 

三、社會各領域續遭整肅清洗、劃設國安紅線，國際組織對

香港自由評比重挫，催化港人移民潮 

    據港府統計，「港版國安法」實施 2 年以來，香港警方

共拘捕 186人，其中 115人被檢控，10人遭定罪，最高判處

監禁 9年。而中共及港府的狙擊對象，則由起先的街頭示威

者、議會反對派與民主社運人士，接連擴展至職業工會、公

民團體，以及所謂的「外部勢力」。 

    據媒體統計，過去一年來，至少 60 個民間組織被迫解

散或暫停運作。包括香港最大教師工會「香港教育專業人員

協會」、泛民平臺「民間人權陣線」、關注「六四事件」的「香

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香港職工會聯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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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權律師關注組，以及社福界的「民福陣線」等。而提供「反

送中」抗爭者法律與醫療協助的「612 人道支援基金」在宣

告停止運作後，其 5 名信託人仍遭拘捕。此外，英國 NGO

「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被要求限時移除網站內容，

為外國組織遭「港版國安法」針對性處置之首例。 

    當權者對社會各領域的整肅行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傳媒受創尤為慘重。去年 12月 29日，「立場新聞」7名現、

離任董事、總編輯及撰稿人，遭香港警方國安處突襲拘捕，

指控涉違「刑事罪行條例」之「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並

凍結該公司資產。同日，「立場新聞」宣布停運、遣散員工，

英國分社停止業務。隨後，「眾新聞」、「癲狗日報」、「夠薑

媒體」、「聚言時報」等香港網媒相繼決定關閉，引發國際關

切。今年 6月，由港人集資創辦、專注調查報導與事實查核

的港媒「傳真社」（Fact Wire）亦宣布停運。 

    而港府亦藉法規修訂，在各領域劃設國安紅線。諸如去

年 8月 24日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

草案」，若電影遭認定不利國安，可撤銷上映。9 月 13 日公

布新修訂之稅務指引，慈善團體倘從事不利國安活動，將遭

稅務局撤銷免稅資格。10月 5日提出修訂「社會工作者註冊

條例」附表，明訂觸犯「港版國安法」者不能擔任社工。另

逾 9成學校已設置小組或專職人員，統籌國安教育相關工作。

此外，港府並於今年 6月將因應「反送中」運動設立的「反

暴力報料熱線」升級為「反恐舉報熱線」，與「國安舉報熱

線」交織成更綿密的社會監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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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今年 2月發布之全球自由度

調查報告，香港得分由去年的 52分下滑至 43分，為其被評

比以來最低分數。而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今年 5月發布之

「2022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香港在全球 180個國家及

地區中排名第 148位，較去年第 80名大跌 68位，跌幅為全

球最甚。新聞自由指數總分 41.64 分，較菲律賓、盧旺達、

利比亞更低，被歸類為「狀况艱難」；其中「新聞安全性」

指標僅獲得 31.78分，已達「狀況惡劣」程度。 

    香港情勢的惡化，也催化了新一波移民潮。綜合港府相

關統計，去年底香港居住人口計 740.3萬人，較上年減少 2.36

萬人；持單程證移入者 1.7萬人，淨移出人數 2.73萬人。去

年以永久離港為由，申領強積金已逾 3.3 萬件，另申辦移民

所需的良民證申請案亦高達3.8萬件，較上年分別增加12％、

30％。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 3月下旬網路民調結果顯示，24

％受訪者計劃移民，相當於每 4個港人即有 1人有意移民；

非民主派支持者的移民意願，甚至較半年前調查上升 5％。

顯示倘香港自由人權持續緊縮，將有更多港人「用腳投票」。 

 

四、司法獨立及公正漸受質疑，港人及外國商會對香港法治

信心動搖 

    獨立的司法與健全的法治是香港賴以成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重要基石。儘管港府多次否認「港版國安法」動搖司

法公正，然相關作為仍受外界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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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 7 月 27 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布「港版國安法」首

案唐英傑煽動他人分裂國家及恐怖活動罪名成立，7月 30日

判囚 9年。本案係首例以「有罪推定」為由拒絕保釋，且開

國安案件不設陪審團之先例，亦是首例由 3名指定法官共同

審理，程序上屢打破香港司法慣例。輿論批評法官狹義認定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同「港獨」，將被告騎車撞警擴

大演繹為恐怖活動，且刑度較「反送中」涉案者及部分中國

維權人士為重。 

    英、美官方的香港情勢報告，除對「港版國安法」條文

遭擴大演繹、而成為政治檢控工具提出擔憂，並質疑特首指

定的國安法官審理案件之公正性。在多個受矚目的國安法案

件中，多國駐港使館人員蒞庭旁聽，對香港司法獨立的關

切不言而喻。另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

去年 11 月發布之年度報告，更罕見點名批評 3 名「港版國

安法」指定法官（陳廣池、蘇惠德、林文瀚）審判不公。 

    今年 3月 30日，英方宣布其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Lord 

Robert Reed）、副院長賀知義（Lord Patrick Hodge）即時辭任香

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相關聲明指，倘渠等續任，恐被視

作為背棄政治及言論自由的政權背書。中共批英方政治操弄，

港府強調渠等離任絕不會影響香港司法獨立。據媒體報導，

餘下 10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其中 9人表明無意辭任，1人未

表態。外籍法官去留情形，值續予觀察。 

    另香港傳媒觀察指，「反送中」相關案件之檢控及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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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緩慢，約有 121 人在事發後 2 年才被檢控，至少 323

人的首次提堂日期，距案發日逾 1 年（甚至有 3 年者）。而

港府律政司多次以集結罪檢控示威者，多人須即時入獄，平

均總刑期為 12個月，較 2011年前同類控罪之刑罰加重，或

企藉以提升嚇阻力，惟卻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保障人權

的信心。 

    香港民意研究所之民調顯示，1997 年港人對香港法治

的評分是 7.2 分（滿分 10分），到了今年 3 月僅餘 4.4 分。

香港美國商會在今年初的一項調查則指出，68%受訪者認為

香港法治在過去 12個月呈現惡化；近半數受訪者對現時的

法治沒有信心，對中共與港府是項警訊。 

 

五、國際社會仍高度關切香港情勢，並續提出對應與抵制政

策 

    英國於今年 3 月 31 日發布之「香港問題半年報告」指

出，香港與中國大陸仍保持差異，惟中共不斷限縮和重新定

義香港「兩制」的關鍵部分，破壞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國

兩制」框架，使香港的治理及制度愈趨近中國大陸。同日美

國發布之「2022年香港政策法報告」則評估，香港在貿易、

貨幣、綠色金融及氣候政策等領域仍保有自由度；香港雖參

與多個國際組織，惟時有迎合中共政治目的情形，例如阻止

臺灣有意義地參與世界貿易組織並擔任領導職務，顯示香港

自主參與這些組織的能力或在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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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今年 5月 20日發布「2021年香港年度報告」，認為

「港版國安法」實施的影響比預想中更強烈，形容香港已轉

向威權主義，民主進程嚴重倒退。另批評港府防疫措施過嚴，

影響香港國際樞紐地位及與歐盟之官方交流。 

    因應香港情勢，除前述美國發布香港商務風險警示、英

國最高法院正副院長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美國總

統拜登在去年 7月 7日宣布，延續取消香港特殊優惠待遇之

政策；同年 7 月 16 日制裁 7 名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因香港

情勢遭制裁的陸港官員累計達 42人。而中共則在同月 23日

宣布制裁美國前商務部長羅斯、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等

7個美方人員和實體作為報復。 

    同時，主要國家也持續強化援港政策措施。包括美國總

統拜登去年 8月 5日簽署備忘錄，指示國務院及國土安全部

以提供就業及學生簽證協助等適當措施，暫緩遣返逗留期限

屆滿的港人，並得延長 18個月。英國政府今年 2月 24日宣

布，將修法放寬 1997年後出生、父母其中一方持有 BNO護

照之港人可獨立申請 BNO簽證，預計今年 10月生效。澳洲

政府則於去年 10月 29日發布「2021年移民規例修訂（香港）

法規」，為港人設立全新的簽證分支「香港渠道」（Hong Kong 

stream），降低持有澳洲臨時工作（技術）簽證、臨時技術短

缺簽證或畢業生簽證之港人申請永居門檻；該法規並自今年

3月 5日起實施。 

    此外，主要國家議會續有加大制裁措施、援港政策之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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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包括今年 1 月 20 日，歐洲議會通過「關於香港侵犯基

本自由」決議案，籲歐盟制裁相關官員、檢討是否支持香港

之 WTO獨立會籍。2月 4日，美眾議院通過「2022年美國

競爭法案」，涉港部分包括提供港人難民及移民資格、在港

推廣民主及保障網路自由；3月 28日，美參議院通過參院版

本的「美國競爭法案」，涉港部分包括維護香港網路自由、

支持香港獨立媒體以打擊中共假訊息，及防止中國大陸利用

香港規避美國法律等。另美國會議員 5 月初致函總統拜登，

要求白宮對港制裁擴及國安法指定法官及相關檢控人員。 

    香港過去為國際 NGO在亞洲重鎮，惟受「港版國安法」

政治漩渦影響，相關情形漸有轉變。在港成立逾 40 年的國

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去年 10月 25日宣布，因「港版國安法」

實施使該組織在港活動受限，及擔憂員工面臨風險，爰先後

關閉香港 2 個辦事處。此外，據媒體報導，多個國際駐港

NGO接獲港府查詢數年前活動情形，甚感反常。觀察家認為，

倘局勢惡化，在港國際 NGO或再有撤離或縮減規模情形。 

 

六、中共律定香港高度自治從屬於「全面管治」，駐港機構

在港積極活動，加速推動陸港融合策略 

    回顧中共治港思路發展，由香港移交初期的「井水不犯

河水」，到 2014年強調「全面管治權」；時至今日，「一國兩

制」的論述與實踐，已被賦予、形塑新的風貌。 

    今年中國大陸全國人大、政協第 13 屆第 5 次會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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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工作報告首提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愛國者治港（澳）」；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進一步演繹，全

面管治權並非代替港府管治，而是在涉及香港發展、穩定、

安全等重要方面，中央會及時提出指導意見，希望港府堅定

執行。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今年 6月 30日、7月 1日訪港，於香

港移交 25 周年暨第 6 屆特首就職典禮發表談話，提出「四

個必須」（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

治權相統一、落實「愛國者治港」、保持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及

「四點希望」（提高治理水準、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維

護和諧穩定）。進一步律定「一國兩制」核心意涵，包括高度

自治權從屬於全面管治權，以及「愛國者治港」之政權法則。

對中共而言，此一秩序建構既定，「一國兩制」自然可從「50

年不變」轉向「長期堅持不變」。 

    中共駐港機構在香港的積極活動，在過去一年亦成「新

常態」。香港中聯辦在去年 9 月底展開訪視活動，主任駱惠

寧與該辦 8成人員高調走訪基層、社區、校園、商家，蒐集

逾 6千條意見，轉交港府處理。今年年初香港受肺炎疫情嚴

重衝擊時，駱惠寧特別主持召開會議，發動各界並提出 16

項舉措支持港府抗疫。此外，今年 1月前新疆武警總隊參謀

長彭京堂接掌解放軍駐港部隊；相關評論指，此係該職務首

次由武警將領擔任（歷來多為解放軍將領），復以中共及港府

日益強調反恐，關切解放軍在港角色是否漸浮出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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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 3周年，中

共官方宣稱，大灣區 11個城市 GDP達到 12.63兆人民幣，

較 3 年前增長 11.2%，在科技創新、對外開放、數位經濟、

現代產業、人文生態等方面皆取得突破性進展。過去一年，

中共接連啟動粵港澳跨境理財通試點，發布「全面深化前海

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續推區域經濟一體

化及粵港協同發展。然而，香港貿發局與渣打銀行合作進行

之「大灣區營商景氣指數」調查顯示，自去年下半年以來，

企業對當地營商信心連三季度下降，而香港為大灣區內表現

最差的市場。 

    另據統計，港人對港府推出之「大灣區青年就業計畫」

反應冷淡，截至今年 4月僅 344人到職，遠低於官方預期。

然中共仍無視隔閡，持續在相關措施中添加政治門檻，如粵

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要求港澳考生報名時須提交擁護

基本法的承諾書，並加測「習近平法治思想」項目。今年 6

月，大灣區內 9個城市各自發布「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

業申請的工作指引」，更明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港

澳基本法等條件。此一承載磁吸港澳、推進融合、協助中國

大陸城市「走出去」等多重任務的區域治理策略，後續發展

情形仍值關注。 

     

七、我方持續密注香港情勢，務實推動交流及援港作為，強

化風險管控及應變措施，捍衛國家及民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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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政府一向秉持互惠互利原則，希促進臺港關係正向發

展及維繫雙方民間各項往來。2021年臺港貿易總額達 646億

美元，較前年成長 28.8%；我對港投資金額約 2.6 億美元，

香港在臺投資金額約 3.3 億美元。受疫情及邊境管制影響，

2021 年臺灣赴港旅客人數約 0.25 萬人次，香港旅客訪臺約

0.96 萬人次。惟 2021 年香港居民取得臺灣居留許可的人數

達 11,173 人，創下新高紀錄；2021 學年度在臺就學之港澳

生計 1萬 1,503人，其中香港計 9,011人，澳門計 2,492人，

合計占僑生及港澳生總數之第 1位。 

    臺港官方互動受到兩岸關係、港府保守心態等因素影響，

未有進一步發展。我香港辦事處因派駐人員赴任受阻，調整

業務運作方式，竭力維持相關服務。惟親中媒體大公報去年

8月 26日評論誣指我方利用辦事處雇員作為「代理人」，繼

續干預香港事務，藉此製造雇員心理壓力，企圖打擊港處士

氣。又指在港慶祝雙十涉違反「港版國安法」，以維持其壓

制自由民主的管治張力。我政府秉持維護人民權益之初衷，

仍會堅守香港辦事處為民服務，也呼籲相關方面勿再無理進

逼，損人亦不利己。 

    儘管外在環境艱困，我方仍持續盡最大努力，務實推動

臺港經貿文化交流。過去一年，大陸委員會協同財團法人臺

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下稱策進會）辦理多項活動，包括臺

港經貿論壇、臺港投資經驗文化交流研討會、香港文化學講

座、港澳學生多元文化探索體驗及參訪活動、留臺創業座談

會等，搭建臺港產業界、藝文界互動平臺，有助相互瞭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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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合作。 

    而面對香港情勢發展，我政府跟隨主要國家腳步，持續

對愛好民主自由的港人伸出援手，包括教育部於今年 4月 25

日修正發布「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開放港澳學生

可來臺就讀高中及五年制專科學校；內政部於今年 6 月 13

日公告修正「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

法」，配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增訂以覓職為

由申請延期居留最長可達 1年等規定。 

    此外，策進會下設之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除持續提供

港人來臺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等專案諮詢與協

處服務，更主動關懷移居來臺之港人就學、就業及生活情形，

協助解決相關問題；且在兼顧國家安全前提下，依據既有法

律規範及公私協力方式，務實處理港人人道援助及關懷事宜，

並持續強化與地方縣市政府協作，完善在臺港人服務網絡，

協助港人早日適應及融入臺灣生活。 

    鑒於中共對香港掌控日深，政府亦已加強各項審查，提

升風險控管。今年 5月修訂「國家安全法」，明訂任何人不

得為外國、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所設

立或實質控制的各類組織、機構、團體或其派遣之人，為侵

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的行為；並修訂「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第 40條之 1與第 93條之 1，防範陸資繞道

港澳滲透臺灣。未來亦會持續密注香港情勢發展，一旦偵測

到有危害國家安全或損及國人權益之虞，將立即積極啟動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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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相關法規，採取必要的應變措施，以捍衛國家主權、民

眾福祉及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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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件—香港移交 25週年大事紀  

                                                      2021.7~2022.6 

時 間 內 容 

2021.7.1 七一遊行被警方第 2年禁止舉行。晚間，港人梁健輝在銅鑼灣崇

光百貨外以刀斬傷警員左肩背，並當場刺胸自殺身亡。保安局長

鄧炳強形容事件是「孤狼式本土恐襲事件」。 

2021.7.2 市民到現場獻花向梁健輝致哀。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指責獻花悼念

的行為，是「美化、認同甚至鼓勵恐怖活動」。 

2021.7.5 華爾街日報報導，Facebook、Twitter 及 Google 等公司私下向香

港政府發信，警告倘港府繼續立法修訂「私隱條例」，公司為避

免員工須受刑責，或會停止再為香港提供服務。 

2021.7.21 警方國安處以「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

捕蘋果日報前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同日撤銷前副社長陳沛敏、及

前英文版執總馮偉光的保釋安排。 

2021.7.22 警方國安處拘捕「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5 位成員，涉嫌串謀

發布煽動刊物。 

2021.7.28 財政司長陳茂波宣布引用公司條例調查壹傳媒事務。 

2021.7.31 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時評，形容教協為「毒瘤」，必須剷除。

同日下午，教育局宣布終止與教協的工作關。 

2021.8.1 保安局修訂入境條例，賦權入境處長可禁止任何人進出香港。 

2021.8.10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宣布解散。 

2021.8.15 民間人權陣線發聲明宣布解散。 

2021.8.18 「612人道支援基金」宣布將會有秩序地停止運作。 

2021.8.25 警務處去信支聯會，要求就國安法第 43條附表 5提供資料。 

2021.8.26 鄭松泰經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認定在選舉委員會選舉的登記

無效，即日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未來五年不能參選。 

2021.9.3 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在社交網頁宣布，即日起解散熱血公民。 

2021.9.5 壹傳媒宣布公司所有董事辭任。 

2021.9.8 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常委梁錦威、鄧岳君及陳多偉遭警方拘捕。 

2021.9.11 教協宣布解散。 

2021.9.19  香港舉行選舉委員會選舉。 

 職工盟宣布啟動解散程序。 

2021.9.20 警方國安處人員以「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賢學思

政」召集人王逸戰、秘書長陳枳森和前發言人朱慧盈。 

2021.9.23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星島日報訪問時表示，任何人有意圖將臺

灣從中國分裂都是嚴重罪行，被問到市民高舉或掛起「青天白日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2021%E5%B9%B4%E9%A6%99%E6%B8%AF%E4%B8%83%E4%B8%80%E9%81%8A%E8%A1%8C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9%8A%85%E9%91%BC%E7%81%A3%E8%87%AA%E6%AE%BA%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A%85%E9%91%BC%E7%81%A3%E5%B4%87%E5%85%89%E7%99%BE%E8%B2%A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A%85%E9%91%BC%E7%81%A3%E5%B4%87%E5%85%89%E7%99%BE%E8%B2%A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4%A7%E7%82%B3%E5%BC%B7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9%8A%85%E9%91%BC%E7%81%A3%E8%87%AA%E6%AE%BA%E4%BA%8B%E4%BB%B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F%AF%E7%88%BE%E8%A1%97%E6%97%A5%E5%A0%B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AD%A6%E6%96%B9%E5%9C%8B%E5%AE%89%E8%99%9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98%8B%E6%9E%9C%E6%97%A5%E5%A0%B1_(%E9%A6%99%E6%B8%AF)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7%E6%96%87%E5%AE%9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9%B3%E6%B2%9B%E6%95%8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AE%E5%81%89%E5%85%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AD%A6%E6%96%B9%E5%9C%8B%E5%AE%89%E8%99%9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9%B3%E8%8C%82%E6%B3%A2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3%B9%E5%82%B3%E5%AA%92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6%B0%E8%8F%AF%E7%A4%BE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A%BA%E6%B0%91%E6%97%A5%E5%A0%B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5%99%E5%8D%9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F%9D%E5%AE%89%E5%B1%8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B0%88%E6%A5%AD%E4%BA%BA%E5%93%A1%E5%8D%94%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B0%91%E9%96%93%E4%BA%BA%E6%AC%8A%E9%99%A3%E7%B7%9A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612%E4%BA%BA%E9%81%93%E6%94%AF%E6%8F%B4%E5%9F%BA%E9%87%9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8%AD%A6%E5%8A%A1%E5%A4%84%E5%9B%BD%E5%AE%B6%E5%AE%89%E5%85%A8%E5%A4%8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B8%82%E6%B0%91%E6%94%AF%E6%8F%B4%E6%84%9B%E5%9C%8B%E6%B0%91%E4%B8%BB%E9%81%8B%E5%8B%95%E8%81%AF%E5%90%88%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4%AD%E6%9D%BE%E6%B3%B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5%80%99%E9%81%B8%E4%BA%BA%E8%B3%87%E6%A0%BC%E5%AF%A9%E6%9F%A5%E5%A7%94%E5%93%A1%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6%B1%E8%A1%80%E5%85%AC%E6%B0%9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4%AD%E6%9D%BE%E6%B3%B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3%B9%E5%82%B3%E5%AA%92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91%A3%E4%BA%8B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4%92%E5%B9%B8%E5%BD%A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A2%81%E9%8C%A6%E5%A8%8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B0%88%E6%A5%AD%E4%BA%BA%E5%93%A1%E5%8D%94%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8%81%B7%E5%B7%A5%E6%9C%83%E8%81%AF%E7%9B%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8%AD%A6%E5%8A%A1%E5%A4%84%E5%9B%BD%E5%AE%B6%E5%AE%89%E5%85%A8%E5%A4%8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B3%A2%E5%AD%B8%E6%80%9D%E6%94%B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B3%A2%E5%AD%B8%E6%80%9D%E6%94%B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E%8B%E9%80%B8%E6%88%B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4%A7%E7%82%B3%E5%BC%B7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8%9F%E5%B3%B6%E6%97%A5%E5%A0%B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D%92%E5%A4%A9%E7%99%BD%E6%97%A5%E6%BB%BF%E5%9C%B0%E7%B4%85%E6%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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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地紅旗」，會否構成違法，表示會按照個別實際情況處理。 

2021.9.29 保安局局長凍結支聯會「六四紀念館」物業及銀行戶口。 

2021.10.3 職工盟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過解散議案。 

2021.10.10 警員於屯門中山公園及青山紅樓設置圍欄，拒絕民眾進入。 

2021.10.27 立法會通過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 

2021.11.11 馬俊文被裁定煽動分裂國家罪成，判處監禁 5年 9個月。 

2021.11.23 前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被控分裂國家洗錢及洗黑錢罪名罪

成，被判囚 43月。 

2021.12.19 立法會選舉舉行，投票率為 30.2%，創 1991年以來有直選之新低。 

2021.12.22  李克強和習近平先後接見正在北京述職的特首林鄭月娥。 

 香港大學拆毀恥辱柱，校方驅趕學生和部分記者。 

2021.12.24 中文大學運走民主女神像，嶺南大學拆除六四浮雕。 

2021.12.29 警方國安處拘捕立場新聞 6名前、現任高層，立場新聞宣布即時

停止運作，並遣散所有員工。 

2022.1.2 眾新聞宣佈自 1月 4日起停運。 

2022.1.5 港府公布收緊防疫措施，全港餐廳在晚上 6時後禁堂食。 

2022.1.6 媒體揭發民政事務局長徐英偉等官員出席有確診者在場的生日

宴會，特首表示感到失望。 

2022.1.20 繼中大及港大後，香港教育大學宣布不會再承認學生會地位。 

2022.1.31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因出席有確診者的生日宴主動辭職。 

2022.2.4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疫情為兩年以來最惡劣。 

2022.2.16 習近平下令港府負起防疫責任。 

2022.2.17 警方求已經解散的職工盟，提交組織運作、收支等資料。 

2022.2.18 特首林鄭月娥宣佈特首選舉押後至 5月 8日舉行。 

2022.3.5 香港大學「太古橋」六四標語消失。 

2022.3.14 首批 75名來自中國大陸的醫療人員抵港。 

2022.4.4 林鄭月娥表示放棄競逐特首連任。 

2022.4.6 李家超請辭政務司司長，並宣布參加特首選舉。 

2022.4.11 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專業顧問區家麟遭警方國安處拘捕。 

2022.4.25 香港外國記者會宣布暫停頒發今年人權新聞獎。 

2022.5.8 唯一的候選人李家超以 99%得票率當選特首。 

2022.5.11 「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吳靄儀等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罪被捕。 

2022.5.30 李克強、習近平分別接見李家超，並頒授任命狀。 

2022.6.4 警方表示共有 5男 1女在銅鑼灣及維園一帶被捕。 

2022.6.15 立法會通過第 6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3司 13局改成 3司 15局。 

2022.6.19 中共國務院任命香港第 6屆政府主要官員。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D%92%E5%A4%A9%E7%99%BD%E6%97%A5%E6%BB%BF%E5%9C%B0%E7%B4%85%E6%97%97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F%9D%E5%AE%89%E5%B1%8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B8%82%E6%B0%91%E6%94%AF%E6%8F%B4%E6%84%9B%E5%9C%8B%E6%B0%91%E4%B8%BB%E9%81%8B%E5%8B%95%E8%81%AF%E5%90%88%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7%B4%80%E5%BF%B5%E9%A4%A8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8%81%B7%E5%B7%A5%E7%9B%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1%AF%E9%96%80%E4%B8%AD%E5%B1%B1%E5%85%AC%E5%9C%92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4%85%E6%A8%9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AB%8B%E6%B3%95%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D%B8%E7%94%9F%E5%8B%95%E6%BA%9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D%BE%E7%BF%B0%E6%9E%97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2021%E5%B9%B4%E9%A6%99%E6%B8%AF%E7%AB%8B%E6%B3%95%E6%9C%83%E9%81%B8%E8%88%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D%8E%E5%85%8B%E5%BC%B7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F%92%E8%BF%91%E5%B9%B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E%97%E9%84%AD%E6%9C%88%E5%A8%A5
https://zh.m.wikipedia.org/zh-tw/%E9%A6%99%E6%B8%AF%E5%A4%A7%E5%AD%B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9C%8B%E6%AE%A4%E4%B9%8B%E6%9F%B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9C%BE%E6%96%B0%E8%81%9E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E%90%E8%8B%B1%E5%81%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6%95%99%E8%82%B2%E5%A4%A7%E5%AD%B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E%90%E8%8B%B1%E5%81%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E%97%E9%84%AD%E6%9C%88%E5%A8%A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F%92%E8%BF%91%E5%B9%B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1%B7%E5%B7%A5%E7%9B%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9%B9%E9%A6%9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89%B9%E9%A6%9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8%A1%8C%E6%94%BF%E9%95%B7%E5%AE%98%E9%81%B8%E8%88%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A7%E5%AD%B8
https://zh.m.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5%8F%A4%E6%A9%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E%97%E9%84%AD%E6%9C%88%E5%A8%A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E%B6%E8%B6%8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6%94%BF%E5%8B%99%E5%8F%B8%E5%8F%B8%E9%95%B7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2022%E5%B9%B4%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8%A1%8C%E6%94%BF%E9%95%B7%E5%AE%98%E9%81%B8%E8%88%8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D%80%E5%AE%B6%E9%BA%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AD%A6%E6%96%B9%E5%9C%8B%E5%AE%89%E8%99%9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A4%96%E5%9C%8B%E8%A8%98%E8%80%85%E6%9C%8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6%9D%8E%E5%AE%B6%E8%B6%85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612%E4%BA%BA%E9%81%93%E6%94%AF%E6%8F%B4%E5%9F%BA%E9%87%9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90%B3%E9%9D%84%E5%84%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