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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 2013 年中學生十大新聞出爐 

「小斌斌事件」得票逾六成居首 
 

  學友社今日（31/12）公布 2013 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今年共有逾八萬二千

名中學生參與。山西男童小斌斌遭挖眼事件，以逾五萬票成為今年中學生十大新聞之首，得票率

逾六成。 

   

  是屆十大新聞選舉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1 日進行，共收回 119 所中學的選票，有

效投票學生人數達 82,286 名。主辦機構先從參與新聞初選的 20 所學校所提交的建議新聞事件中，

篩選出本年度的 30 則候選新聞，然後再由參與新聞總選的學生從 30 則候選新聞中選出自己心目

中的十大新聞。 

 

  學友社分析，是屆選舉結果反映學生較關注具話題性及易於理解的新聞議題，而高中學生比

初中學生更為關注複雜的議題。學友社除建議學校於通識教育課堂上加強培育學生整理及分析資

訊的能力，亦建議不同的社會團體提供網上教學平台及教育活動，以支援教師推行通識教育。 

 

  學友社將於 2014 年 1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5 時，於沙田鄉議局大樓演奏廳，舉辦

十大新聞選舉頒獎典禮，頒發大會各項比賽的獎項，藉以鼓勵學生參與傳媒教育活動。學友社「全

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 1992 年起每年舉辦，至今已舉辦二十二屆。 

 

附表：2013 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 

排名 新聞標題 票數 得票率 

1 小斌斌疑遭伯母挖眼 消息震撼全國 50654 61.56% 

2 電視發牌三選二 市民遊行抗議 43736 53.15% 

3 華裔女生藍可兒離奇伏屍酒店 案件疑點重重 43313 52.64% 

4 教師林慧思粗口罵警 正反陣營對峙 39886 48.47% 

5 雙非學童搶幼稚園學位 招本地家長不滿 37073 45.05% 

6 波士頓馬拉松恐襲 引致多人傷亡 36353 44.18% 

7 印度巴士輪姦案 四疑犯罪成判死 31793 38.64% 

8 斯諾登揭美國監聽計劃 輾轉多地尋庇護 31756 38.59% 

9 內地水貨客各區搶購奶粉 政府推限奶令 31493 38.27% 

10 阿基諾三世拒道歉 政府議員倡制裁菲律賓 28949 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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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結果分析 

發表日期：2013 年 12 月 31 日 

 

  第二十二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於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1 日進行，共收回 119

所中學的選票，有效投票學生人數達 82,286 名。學友社先從參與新聞初選的 20 所學校所提交的

建議新聞事件中，篩選出本年度的 30 則候選新聞，然後再由參與新聞總選的學生從 30 則候選新

聞中選出自己心目中的十大新聞。 

 

  總結 2013 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的投票結果，學友社有以下分析。 

 

 

學生較關注具話題性的新聞 

  本年度三十則候選新聞中，入選首十位的新聞都是話題性較強的事件，而事件中包含較多煽

情的元素及較易吸引人注意的表象。當中包括「小斌斌疑遭伯母挖眼 消息震撼全國」（第一位，

得票 50,654，得票率 61.56%）、「電視發牌三選二 市民遊行抗議」（第二位，得票 43,736，

得票率 53.15%）、「華裔女生藍可兒離奇伏屍酒店 案件疑點重重」（第三位，得票 43,313，

得票率 52.64%）。本社認為，上述事件的戲劇性發展，引起了社會的關注及各方爭議，令中學生

較容易投入，欲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或各方立場；而傳統媒體及互聯網的廣泛且形象化的報導，

更加深了中學生對事件的印象，繼而影響到他們的投票意向。 

  本屆與上屆十大新聞選舉不同，上屆的選舉結果包括多則本地政治新聞，而今年的十大新聞

則出現多則國際和涉及外交的新聞，例如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第六位）、印度巴士輪姦案（第

七位）、斯諾登事件（第八位）及阿基諾三世拒道歉事件（第十位）。本社認為這反映中學生雖

然關注國際時事，但著眼點仍多放於有話題性的新聞上。因此一方面有部分國際新聞能夠登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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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列，但另一些國際新聞則由於地域性、複雜性及較不切身等因素，而導致排名較後，例如菲

軍方槍擊台灣漁民事件（第二十五位）、敘利亞化武危機（第二十六位）、北韓核試（第二十七

位）及肯尼亞商場恐襲事件（第二十九位）。 

 

學生較重視容易理解的新聞 

  本社認為，新聞事件的複雜性及持續時間是影響學生投票的另一因素。一些容易理解或短時

間內得出結果的新聞得票率會較高，例如天災、疫症、罪案及意外的新聞。而一些涉及長時間抗

爭、複雜及抽象的概念，例如政治、政策及國際外交關係的新聞，得票率都較低。因為這類的新

聞往往需要學生長時間跟進，以及具備對法律、社會制度、歷史和持分者背景等知識，才能全面

理解事態發展。 

  因此，雖然本年度有不少值得關注的政策議題，但礙於其複雜性，得票率相對偏低，例如「倡

佔領中環爭普選 社會廣泛爭議」（第二十一位，得票 21,793，得票率 26.48%）、「政府首訂

貧窮線 逾百萬港人陷貧窮」（第二十四位，得票 18,091，得票率 22.97%）、「垃圾強制徵費

諮詢 本港社會暫未達共識」（第二十八位，得票 16,538，得票率 20.10%）等涉及政治制度及

社會福利的議題。本社認為這些社會事件均對香港有長遠的影響，值得中學生深入探討。 

 

高中學生比初中學生更為關注複雜的議題 

  本社在分析結果時發現，有部分新聞的高中學生與初中學生的投票比例有明顯差距。對於較

為複雜的社會及國際兩岸議題如首十位以內的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第二位）、斯諾登事件（第八

位）及阿基諾三世拒道歉事件（第十位），以至排名較後的薄熙來案（第二十位）、佔領中環行

動（第二十一位）、制訂貧窮線（第二十四位）及湯顯明酬酢爭議（第三十位），高中學生與初

中學生的投票比例平均為六比四。本社估計，修讀通識教育科有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令高中學

生有較大機會接觸及了解事件，故造成投票比例差異。 

 

  本社綜觀各點分析，總結以下建議。 

通識課堂應協助學生整理資訊及多作討論 擴闊學生取得新聞的途徑 

  通識教育科由六個單元構成，主題涵蓋個人至國際層面，原意加強學生對社會的觸覺，擴闊

學生的知識基礎，並融會不同單元所學的知識。惟在多年的新聞選舉中，較複雜及抽象的社會議

題得票率普遍較低，更甚少列入十大新聞。對於這種現象，本社估計學生有能力對不同議題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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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線」的分析，但「面」的分析能力可能較弱，本社建議通識教育科老師宜多加訓練學生宏觀

分析事件的能力，讓學生具備更完整的基礎知識及思維技巧去理解複雜及抽象的新聞議題，也鼓

勵學生多思考新聞議題對社會的長遠影響。學生亦可在閱讀習慣上作出改善，除了了解話題性強

的新聞，亦不能忽略其他重要議題。學生也可比較不同立場的媒體如何報導同一議題、參閱報章

社評及於網上搜集相關背景和各方論述，分析議題，訓練批判思維。 

社會宜多支援通識教學 

  本社欣賞各中學老師推動傳媒教育的努力。他們盡力用不同方式加強訓練同學分析時事的能

力，鼓勵學生多作辯論及多角度思考。本社建議各社會團體如青年機構、智庫、政黨等，可就不

同倡議建立網上教育平台、推出各類型活動，以支援通識教育科老師的教學。例如，香港有不少

機構會進行各類型的社會研究，機構可加強向學界傳遞相關分析報告及背景資料，有助老師及同

學更深入分析社會議題，以提高通識教育的成效。 

傳媒宜加強新聞報導的深度及完整性 

  傳媒一直在公民教育及通識教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協助學生獲得最新的資訊，培養

他們主動關心社會。本社建議傳媒在報導新聞時要追求深度，提供系統性分析及輔助篇章以解釋

複雜議題，亦可與教育版合作製作專題分析，讓中學生透過獲得完整的資訊，更全面地理解事件

的來龍去脈，以作出完整的分析及判斷。 

  預計 2014 年本港將出現多個重要的政經及社會議題，例如政改諮詢、人口政策等，以及兩岸

和國際社會的熱門議題如釣魚島主權爭議、朝鮮半島局勢、美國中期選舉等。本社建議學校、社

會團體等可作好準備，探討如何協助學生了解和分析這些新聞議題，加強同學對議題的關注，提

升他們對社會事件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推動香港公民社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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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三十則候選新聞標題及得票 

總投票人數: 82,286 
 

排名 新聞標題 票數 得票率 

1  小斌斌疑遭伯母挖眼 消息震撼全國 50,654 61.56% 

2  電視發牌三選二 市民遊行抗議 43,736 53.15% 

3  華裔女生藍可兒離奇伏屍酒店 案件疑點重重 43,313 52.64% 

4  教師林慧思粗口罵警 正反陣營對峙 39,886 48.47% 

5  雙非學童搶幼稚園學位 招本地家長不滿 37,073 45.05% 

6  波士頓馬拉松恐襲 引致多人傷亡 36,353 44.18% 

7  印度巴士輪姦案 四疑犯罪成判死 31,793 38.64% 

8  斯諾登揭美國監聽計劃 輾轉多地尋庇護 31,756 38.59% 

9  內地水貨客各區搶購奶粉 政府推限奶令 31,493 38.27% 

10  阿基諾三世拒道歉 政府議員倡制裁菲律賓 28,949 35.18% 

11  埃及樂蜀熱氣球爆炸 9 名港人罹難 28,878 35.09% 

12  大角咀兒子弒父母 訛稱尋親遭揭發 28,738 34.92% 

13  巨鴨熱潮吹香港 風靡港人近六周 27,566 33.50% 

14  華東爆發 H7N9 疫情 病毒變異令人憂慮 26,827 32.60% 

15  「最強」風暴天兔襲港 風力不似預期 26,799 32.57% 

16  四川雅安七級地震 200 萬人受災 25,460 30.94% 

17  W 小姐婚權案終院勝訴 變性人可合法結婚 24,654 29.96% 

18  考生於校本評核抄襲 上訴終獲減輕處分 23,155 28.14% 

19  超級颱風重創菲律賓 政府被轟救災不力 22,885 27.81% 

20  薄熙來案公開審理 被判處無期徒刑 22,296 27.10% 

21  倡佔領中環爭普選 社會廣泛爭議 21,793 26.48% 

22  貨櫃碼頭工人罷工 40 天 終獲加薪 9.8% 20,974 25.49% 

23  神舟十號升空 女太空人空中授課 19,515 23.72% 

24  政府首訂貧窮線 逾百萬港人陷貧窮 18,901 22.97% 

25  菲軍方槍擊台灣漁民 台倡制裁促菲道歉 17,724 21.54% 

26  敘利亞化學武器危機 國際社會強烈譴責 17,161 20.86% 

27  北韓進行核試 聯合國制裁措施再升級 16,984 20.64% 

28  垃圾強制徵費諮詢 本港社會暫未達共識 16,538 20.10% 

29  肯尼亞商場恐襲 疑涉索馬里武裝分子 13,463 16.36% 

30  湯顯明酬酢爭議 社會各界促調查 9,434 11.46%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