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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交16週年情勢研析報告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13.6 

n 政治運作大致平順，爭普選行動受關注 

n 經濟成長趨緩，金融穩定有風險 

n 社運蓬勃發展，司法獨立遭挑戰 

n 國際肯定營商環境，並關注政制發展 

n 陸港經濟持續融合，社會互動有衝突 

n 臺港關係平穩進展，增進合作交流 

 

壹、整體評析 
    香港在 1997 年移交給中國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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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其他地區之「特

別區域」，因而每年就香港的各層面發展與臺港關係現況提

出報告，這是第 16份報告，觀察的時間由 2012年的 7月到

2013年的 6月。 

    整體而言，香港移交 16 年後其政治、經濟、社會體制
大體仍運作正常。特首梁振英與主要問責官員於 2012年 7

月1日宣誓就職，積極解決陸港交流衍生的居港權、民生用

品短缺等問題，也獲港人支持，惟香港中聯辦與駐港解放軍

等大陸駐港機構對香港事務的介入日趨明顯，引發「兩制」

受損爭議，以及學者為爭取普選倡議「佔領中環」的群眾運

動，增添香港政局的變數。香港經濟受外部需求疲弱影響，

經濟成長趨緩，但大陸旅客及內部消費持續熱絡，有助穩定

就業情況，港府預測2013年經濟成長率可高至3.5％。 

    過去一年香港發生多次大型自發性社會運動，如反國民

教育課程、碼頭工人爭加薪罷工、「六四事件」紀念遊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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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會等，參與者眾多，但港人法治觀念強，終令運動和平進

行與結束。香港的法院仍努力維護司法獨立性，但港府及部

分民間人士有關主動提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

的思維，始終挑戰著香港的司法獨立性。國際間仍肯定香港

的營商環境，但也持續關切香港民主與人權，尤其是普選的

進程。陸港兩地經濟持續融合，但社會互動屢有衝突，港府

作為常陷兩難，未來發展，殊難預料。臺港雙方人員、經貿

往來及政府官方關係發展持續平穩進展，期望臺港充分利用

互設館處的功能，開展更密切的合作，持續提升臺港實質關

係。 

    謹將香港移交第 16週年（2012年 7月至 2013年 6月）
的整體情勢發展評析如下： 

 

一、政治運作大致平順，爭普選行動受關注 

    本報告觀察期間，香港政治運作大致維持平順，但是大

陸駐港機構介入香港事務的爭議以及學者發起「公民抗命」

行動爭普選，增添政局變數。香港第4屆行政長官梁振英及

主要官員於 2012年 7月 1日宣誓就任。港府回應民意，提

出阻斷非永久居民赴港產子、限購奶粉等措施都獲港人支

持。惟若干重要官員接續爆發誠信及操守問題，不利管治。 

    「兩制」是否受損，也是本觀察期間的重要爭議，此爭

議有來自大陸涉港事務機構的介入香港事務而生，也有因港

府處理涉陸事務而起。例如有關大陸涉港部門與香港中聯辦

涉入香港各級選舉的傳聞屢屢被報導，又如中聯辦介入批評

大陸時政的電台節目主持人續聘與否、以及強勢介入香港救

難工作、介入國民教育課程設立爭議、主動批評香港「本土

論述」運動與「港獨」的關聯等行為（請參閱附錄爭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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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令所謂「西環（中聯辦所在地）治港」成為熱門議題。

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於 2013年 6月發布的港人信心指

標民調結果顯示，港人對於「一國兩制」的信心下跌，論者

稱與中聯辦介入香港事務有關。另外，媒體報導港府內部通

令提交行政會議討論的政策，必須預先評估大陸政府及民眾

的觀感，也引發輿論批評港府損害「自治」與「兩制」。 

    港人爭取普選的運動也持續進行。全面普選特首與立法

會議員是港人長期以來的訴求，大陸雖已同意香港在 2017

年可以普選特首，但是港府遲遲未提出諮詢方案，而大陸多

位涉港事務官員又提出特首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以及特

首不得與「中央」對抗等條件，引發輿論對於大陸是否真願

意落實普選的爭議。泛民主派人士因而組織「真普選聯盟」，

欲凝聚共識，研提符合普世價值的普選方案，泛民主派 27

位立法會議員均是聯盟成員。另有學者戴耀廷教授倡議發起

「佔領中環」運動，他定位這是「公民抗命」行動，將動員

數萬人靜坐佔領「中環」這個香港的金融經貿中心，迫使港

府及大陸方面積極回應全面普選議題。他後來將活動正名為

「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和平佔中」），強調非暴力

性，但是香港各界對該活動意見不一，未來發展結果，殊值

關注。 

     

二、經濟成長趨緩，金融穩定有風險 

    香港經濟受外部需求疲弱影響，在2012年僅成長1.4%。

成長趨緩主因為歐債危機、大陸經濟成長走緩以及主要先進

經濟體復甦緩慢，令香港的對外貿易及服務輸出呈現小幅成

長。然而，內部經濟表現強勁，對整體經濟表現有所支持，

如受惠於陸客觀光及公共建設投資增加，2012年香港民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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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投資分別較上年成長4％及9.1％，失業率為3.3％，創

15年來新低（請參閱附錄圖表）。據港府統計，2012年訪港

旅客共4,860萬人次，較2011年增加16%，約為香港人口的七

倍，而中國大陸旅客是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中國大陸的

旅客達3,490萬人次，按年增長24.2%，佔總數的72%。 

    財政司長曾俊華預測，2013香港經濟將略為改善，預測

全年經濟成長率約為 1.5%至 3.5%。惟香港金融管理局也提

出警告指出，高房價及信用卡消費盛行，令香港家庭的總負

債達 1.2兆港幣，逼近占本地生產總值（GDP）的 60％的危

險水準，房地產市場過熱是金融穩定最大風險。港府已推出

提高買賣房地產印花稅稅率等系列措施，成效如何將影響梁

振英政府管治威信。此外香港本地輿論也持續關切包括經濟

轉型、競爭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空氣污染處理以及面對

上海、新加坡、東協的競爭等問題對於香港經濟發展的影響。 

 

三、社運蓬勃發展，司法獨立遭挑戰 

    香港民眾仍享有集會、遊行與言論等基本人權，惟本會
上一份報告指出，香港吉尼係數高達 0.537 引發貧富差距及

社會穩定的問題，以及香港傳媒對涉及大陸事務的議題有自

我審查現象，這些問題在本報告觀察期間仍受到關切。另在

本期間，香港發生多次自發性大型社運，例如逾 10 萬人的

遊行、靜坐、絕食抗議設立「德育與國民教育科」活動、行

動超過月餘並獲得社會與學運支持的碼頭工人爭取加薪罷

工活動、連續24週年舉行並獲得逾10萬人參加的紀念「六

四事件」遊行與燭光晚會等。這些活動參與人數眾多，但港

人深刻的法治觀念，讓運動平和進行並結束，惟在活動過程

中，也發生持立場相反的團體發起反制行動，這是過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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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較少見的情況。 

    香港的司法制度運作仍然平順，司法獨立性仍受國際肯
定，但也遭遇挑戰。港府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曾於去年建議終

審法院處理外傭一案時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

（簡稱人大釋法），以一併解決大陸「雙非」嬰兒的居港權

問題，惟終審法院於本案判詞中表示，無須提請人大釋法。

各界讚譽終審法院對終審權的努力，但也憂慮律政司主動提

請釋法的思維，對香港法治有極為負面影響。又港府首任律

政司司長及現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稱，部分香

港法官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關係不夠瞭解，以為有權對「全

國人大」的行為作合憲性審查；並指終審法院有權決定是否

提請釋法，並不會影響司法獨立。惟香港大律師公會與香港

律師會都不認同梁氏言論；香港終審法院法官包致金更表

示，已預見香港司法界的暴風雨即將降臨。 

 

四、國際肯定香港經商環境，並關切香港政制發展 

    國際組織發布的調查報告仍肯定香港的營商條件良

好。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 2013

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指出，香港已連續 19 年獲

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也吸引眾多跨國公司設立地區

總部或代表辦事處，據港府調查顯示，截至 2012年 6月，

香港共有3,883家地區總部和地區辦事處，代表其位於香港

以外地區的母公司，比上年增長 3.5%。在這些公司中，81%

是負責在中國大陸的業務。 

    在英國、美國與歐盟定期發布的情勢報告中，除肯定香

港的自由經濟體系繼續維持，也都共同關切香港的民主、人

權與普選進程。該等報告關注到大陸對香港各級選舉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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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香港新聞採訪自由的限制、國民教育課程設立的爭議、

外傭居港權釋法爭議，以及陸客自由行引發的陸港民眾衝突

等，尤其他們都共同強調，強烈支持香港儘快根據香港基本

法及港人意願，朝普選目標做出實質進展。 

五、陸港經濟持續融合，社會互動仍有衝突 

    香港移交 16年來，陸港在經濟融合上較兩地社會往來

互動平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CEPA）「補充協議九」於2012年6月29日簽署，共

有 43項服務貿易開放和便利貿易投資的措施，促進香港與

中國大陸在金融和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的合作，並進一步推

動兩地專業人員資格互認。這些措施已於 2013年 1月 1日

起生效。另香港自 2004 年起開展人民幣業務，經過逾八年

的發展，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香港金融管理

局總裁陳德霖表示，2012年經即時支付結算系統（RTGS）處

理的人民幣交易，平均每日達 2,500億元，較 2010年增長

50倍，有9成交易的收付雙方在離岸市場，完全不涉及在岸

市場。又中國大陸在 2009年 7月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

試點計劃以來，相關的跨境匯款總額為4.9萬億元人民幣，

而在2012年底，香港人民幣存款大升10倍，達6,030億元

人民幣。2012年，在香港發行的人民幣計價債券（點心債）

達1,120億元人民幣。 

 惟兩地人員往來日趨頻密，持續引發若干矛盾與衝突。

大量大陸自由行旅客湧入香港造成的文化差異衝突、搶購民

生用品問題，跨境學童造成教育資源分配失衡，大陸孕婦赴

港生產排擠港人享用醫療資源，引起港人不滿。港府順應民

意採用強制性行政措施以為因應，雖然解決部分問題，卻又

引發部分大陸民眾的不滿情緒。後續發展，仍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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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臺港關係平穩進展，增進合作交流 

    在本報告觀察期間，臺港雙方人員、經貿往來及政府官

方關係發展持續進展。2012年臺港雙邊貿易總額達 402億美

元，雙方仍互為第4大貿易夥伴；相互投資金額逾6.5億美

元（請參閱附錄圖表）。此外，港府統計，2012年臺商在港

設立地區總部的有 31 家、設地區辦事處的有 180 家。臺港

兩地人員往來方面，2012年臺港航線客運定期航班飛行班次
約 4萬 1千班，較去年同期增加近 19.9%；總載客人數超過

788 萬人次，也較去年同期成長近 10.6%。臺灣赴香港旅客

逾 201 萬人次，香港居民訪臺也創下新高，近 84 萬人次；
目前就讀臺灣大學院校（含研究生）及臺師大僑生先修部之

香港學生計有 2,996人，也是居所有境外學生的第 3位。 

    臺港官方往來密切，包括我內政部、文化部部長等多位

官員於去年底相繼訪港，港府司長及多位局長層級官員亦陸

續訪臺（請參閱附錄臺港交流活動表）。目前臺港在金融監

理、教育、貿易便捷化、食品醫藥衛生、文創產業等領域有

相當積極的合作。我駐港機構更名逾年餘，港府設立駐台辦

事處也已週年，期望臺港充分利用互設館處的功能，開展更

密切的合作，持續提升臺港實質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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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錄 
 
 
一、香港政經情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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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港經貿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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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港交流活動 
                                        2012.7~2013.6 
時     間 內                               容 
2012.7.8 財團法人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在臺北舉辦「港澳大專院

校新聞傳播學系學生臺灣實習團」。 
2012.7.15 陸委會香港事務局更名週年酒會，香港各界踴躍出席祝

賀。 
2012.7.29 高雄市政府赴港考察自由貿易港區及自由經濟區。 
2012.8.13 港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香港海關、工業貿易署等組團

來臺參加臺港經貿會談。 
2012.8.16 港府懲教署來臺參加海峽兩岸矯正實務研討會。 
2012.8.19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賀陳弘赴港出席 CIRP大

會。 
2012.8.23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赴港參加第45屆聯校科學展覽會。 
2012.8.27 苗栗縣政府赴港考察城市品牌行銷及觀光發展。 
2012.9.6 n 行政院薛政務委員兼福建省主席承泰及連江縣陳副

縣長敬忠赴港澳考察。 
n 立法院法制局組團赴港考察。 

2012.9.14 「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與港方「港台經濟文化合
作協進會」在臺北舉辦第二屆臺港文化合作論壇。 

2012.9.24 n 港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率團來台參加我「財團法 
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與香港「港臺經濟文化
合作協進會」第三次聯席會議並拜會陸委會。 

n 香港重要友我實業家訪問團來臺參訪並晉見總統。 
2012.9.25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

與香港「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在臺
北召開第 3次聯席會議。 

2012.9.26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邱淑媞應經濟學人邀請赴港擔
任「Feeding the world-Asia's prospect of plenty 高
峰會」之「Health and nutrition discussion: Asia's 
double burden」講者。 

2012.10.6 陸委會副主任委員高長率員前往港澳出席港局及澳處
國慶活動。 

2012.10.9 陸委會晚間在寧夏夜市旁的平陽街舉行國慶晚宴，共有
旅居港澳之臺商、鄉親、港澳各界重要人士，約 500餘
人參加。 

2012.10.10 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赴港出席港局國慶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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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2 港府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總經理
彭惠蓮來臺從事商務活動。 

2012.11.26 n 內政部部長李鴻源應香港科技大學邀請赴港參加學
術研討會。 

n 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署長謝立功赴港考察及參加第
7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警學研討會。 

2012.12.24 首屆「世紀領袖營-旅港台灣及友我社團返國培訓活動」
在台舉行。 

2012.11.28 文化部部長龍應台赴港出席臺灣月及相關文化活動 
2013.1.4 香港保良局壬辰年董事會訪臺代表團來台參訪並晉見

總統。 
2013.1.10 內政部兒童局赴港參加「香港扶幼會 60週年慶」活動。 
2013.3.17 文化部局長朱文清赴港參加亞洲電影大展頒獎典禮等

活動 
2013.1.24 香港東華三院壬辰年董事局訪臺代表團來臺參訪並晉

見總統。 
2013.4.24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董

事長劉德勳受邀出席在香港舉行的第三屆「兩岸及香港
經濟日報財經高峰論壇」（簡稱「三經論壇」）。 

2013.5.15 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在臺北舉辦一周年慶祝酒
會，共有二百多位來自港臺兩地各界的嘉賓出席。 

2013.6.7 港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率團來臺參加臺北-香港城市交
流論壇。 

2013.6.10 香港臺灣工商協會訪問團來臺參訪並晉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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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香港移交16週年爭議事件                     

                     

香港九七之後 
                      五十年不變？ 
                 自由？人權？法治？ 
香港移交後之爭議事件（2012.7 - 2013.6 ）          總計：5 件 
次
數 

時間 紀 事 要 點 資料來源 

194  
2012.12.
30 
 
2013.12.
31 
 
 
 
2013.12.
31 
 
 
 
 
2013.1.1 
 

大陸介入香港立法會選舉 
n 議員坦言中聯辦介入：當選九龍東立法會議員
謝偉俊接受無線電視「講清講楚」節目訪問，
證實中聯辦在本次立法會選舉協助他拉票。 

n 政界人士要求調查：民主黨3位成員2012.12.31
至北角廉政公署總部報案，引述謝偉俊訪問談
話，指控中聯辦「操控選舉」、「公然踐踏『一
國兩制』及破壞高度自治」，並且觸犯選舉條
例，要求廉政公署立案調查。。 

n 中聯辦與當事人否認：中聯辦有關部門負責人
接受中通社詢問時表示，有關說法毫無根據。
謝偉俊也表示未說過類似「中聯辦協助候選人
拉票」等言論，自己僅說獲中聯辦支持參選，
但中聯辦只是在社交場合向他人介紹自己，而
無拉票言詞或行為。 

n 港輿論批評中聯辦干預：傳媒社評以「不肖港
人配合中聯辦干政，背信棄諾破獲高度自治」
為題，批評「這是首次有當事人證實中聯辦介
入選舉，干預本港內部事務，違反中英聯合聲
明和基本法的規定，性質極其嚴重。」。 

 
星島日報，
2012.12.31 
 
文 匯 報 ，
2013.1.1 
 
 
 
文 匯 報 ，
2013.1.1 
 
 
 
 
明報社評，
2013.1.1 
 

195  
2012.8.1
0 
 
 
 
2012.10.
20 
 
 
 
2012.10.
24 

大陸干預香港言論自由 
n 香港傳媒面臨停播：香港數碼廣播電台(ＤＢ
Ｃ)因集資失敗，面臨停播危機。創辦人鄭經
翰表示，大股東黃楚標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向他
表示，中聯辦交付渠任務，要求黃楚標停止向
數碼廣播注資以令電台停播。 

n 中聯辦不滿主持人言論：香港數碼廣播電台員
工及支持群眾在政府廣場靜坐抗議，會上播放
親中股東談話錄音內容顯示，電台主持人李慧
玲言論令「中聯辦好反感」，反對續聘，在中
聯辦壓力下不能買和賣ＤＢＣ股份。 

n 人權組織批評中聯辦損害言論自由：香港人權
監察組織發表聲明表示關注事件，擔憂中聯辦

 
頭條日報，
2012.8.11 
 
 
 
香港蘋果日
報 ，
2012.10.21
、22 
 
大 紀 元 ，
201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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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預 DBC 營運導致停播，涉及政治考慮，損
害香港新聞言論自由。 

196  
2012.10.
1 
 
 
2012.10.
1 
 
2012.10.
24、25 

大陸介入香港救難工作 
n 香港發生嚴重海難：一艘搭載百餘名遊客船
隻，由南丫島出發往中環準備欣賞煙火秀
時，與一艘快速小輪相撞，不幸 30餘人喪
生，釀成香港41年來最嚴重海難。 

n 中聯辦介入指揮：中聯辦人員到醫院探視傷
者，副主任李剛表示，已聯絡廣東省政府，派
出打撈船來港協助打撈沉船。 

n 輿論批評中聯辦損害香港自治：傳媒指出李剛
的高調言行「反映了行政長官梁振英是在西環
指揮棒下唯諾行事的事務性官員，所謂高度自
治的香港特區領導人，只不過是從屬於中聯辦
的一員代辦」。傳媒提醒大陸方面如果「更多
地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即使主觀地認為對香港
好，以我們了解的香港問題本質，介入干預不
會取得積極效果」。 

 
文 匯 報 ，
2012.10.2 
 
 
大 公 報 ，
2012.10.2 
 
信 報 ，
2012.10.24
、 明 報 社
評 ，
2012.10.25 
 

197  
2012.9.2
7 
 
 
 
2013.2.3 
 
 
 
 
 
 
 
2013.2.4 
 

大陸介入香港教育課程 
n 國民教育課程引爭議：港府擬於中小學新學期
開設「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惟因課程指引遭
批評偏頗不客觀，引發洗腦、思想改造疑慮，
學生、家長組成聯盟，發起遊行、靜坐、絕食
活動，最終港府撤回開設課程決定。 

n 中聯辦介入活動：領導反設立國民教育課程行
動的「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出版「爸爸媽媽
上戰場」一書透露，梁振英前助理鄭希喧在
2012年12萬人在政府廣場抗議現場，自稱代
表中聯辦，並指梁振英在國教科已「out of the 
equation」（與事件無關），要求「國民教育家
長關注組」領導人與中聯辦會面，稱會帶來「好
消息」。 

n 中聯辦損害自治：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質疑，梁
振英不評論是等於「默認」，又指若中聯辦曾
介入國教科事件，有如當香港政府不存在， 
「成為中聯辦挑戰一國兩制的又一例證」。立
法會議員陳家洛指出，若鄭的言論屬實，中聯
辦已直接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嚴重侵犯」基
本法，衝擊高度自治。 

 
新 報 ，
2012.9.28 
 
 
 
香港蘋果日
報 ，
2013.2.5、
明 報 ，
2013.2.4 
 
 
 
信 報 ，
2013.2.5、
香港蘋果日
報 ，  
2013.2.5 

198  大陸駐港解放軍高調軍演引爭議 
n 高調軍演嚇阻「港獨」：港媒報導，就在「國
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發言批評「港
獨」，大陸駐港解放軍在新界舉行演習，並在
中央電視台播出畫面。據港媒報導，解放軍在

 
都市日報，
2012.10.26
、 明 報 ，
201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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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掛有恒生、? 豐等銀行的佈景中模擬巷? 攻
防，除使用生化煙霧彈，並以廣東話向假想敵
心理喊話，澳門國際軍事學會會長黃東指出這
是香港移交以來最大規模的海陸空三軍聯合
演習，意在「震攝」「港獨」。 

n 軍演嚇阻「佔領中環」：傳媒報導，大陸駐港
解放軍連續兩個星期四，在中環維多利亞港舉
行海空聯合巡邏訓練，進行「聯檢拿捕、巡邏
護航、跟蹤監視」等演練。演習並沒有通知香
港傳媒採訪，係由大陸中央電視台發放的新聞
片段讓港人得悉。澳門軍事評論員黃東表示指
出，解放軍7 日兩練，密度相當罕見，今次更
在維港海空掠過，令人聯想可能與泛民主派爭
取普選的「佔領中環」行動有關。 

n 軍演激化對抗：香港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駐
港解放軍實彈演習欲展現其軍事力量，但他認
為此舉並不高明，因香港已奉行較大陸先進的
制度，北京卻用落後方法回應，令雙方矛盾愈
鬧愈大，產生反效果，進一步激化港人的對抗
大陸中央情緒。 

n 民意認為大陸增加干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畫民意調查顯示，有60％的民眾反對「港獨」
勢力抬頭的說法，贊成的僅有17％，表明中立
的有12％。另有71％民眾認為在香港移交後，
大陸干預香港事務的情況增加，認為減少干預
僅有1％，認為沒有變的有22％。 

 
 
 
 
 
香港蘋果日
報 ，
2013.4.1、
明 報 ，
2013.3.30 
 
 
 
 
東方日報，
2013.3.30 
 
 
 
 
民意網站新
聞 公 報 ，
201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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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移交16週年大事紀                       

                                              2012.7-2013.6 
時    間    紀                            要 
2012.7.1 n 梁振英與主要問責官員宣誓就職。 

n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依例發起遊行抗議活動，約有
40萬人參加遊行，過程尚稱平順。 

2012.9.1 實施臺灣民眾網上快證免費措施。 
2012.9.9 香港舉行第 5屆立法會選舉，共有287人參選，創香港移

交以來新紀錄。投票當日有183萬人投票，創移交以來最
多投票人數。  

2012.7.29 「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起「全民行動，反對
洗腦---729萬人大遊行」，要求港府撤回國民教育課程，
獲得 9萬名民眾支持參與。該聯盟並在政府廣場前靜坐、
絕食抗議。 

2012.9.8 行政長官梁振英舉行記者會表示：1、取消三年後必須開
課的最後底限，改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開設，以及開設的
時間。2、將著手修正引發爭議的課程指引。3、在5年的
任內不會訂定推行開設課程的最後期限。 

2012.9.15 香港民眾於香港地鐵「上水站」圍堵大陸來的單幫客，雙
方發生肢體衝突。 

2012.10.1 香港南丫島發生嚴重船難事件。 
2012.10.7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香港法官不瞭解香

港與大陸的關係，以致在居港權的案件上，以為有權對全
國人大的立法行為作合憲性審查。 

2013.3.21 駐港解放軍實彈射擊。 
2013.3.25 香港終審法院審結外傭居港權案。 
2013.3.28 駐港解放軍進行「聯檢拿捕、巡邏護航、跟蹤監視等演

練」。 
2013.5.20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宣布退出「人民力量」。 
2013.5.21 香港法院裁決黃毓民、陳偉業兩位立法會議員參與 2011

年七一遊行衝擊警方防線，判監 6星期及5星期。 
2013.6.4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舉行燭光晚會，15

萬人參加。 
2013.6.9 「佔領中環」運動舉行首個「商討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