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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台灣樂園粉塵爆炸引發大火 近五百人死傷 

    台灣新北市八仙水上樂園 6 月 27 日晚發生粉塵爆炸並引發火災，釀成 12 死 487

傷。當晚大批年輕人出席樂園「彩色派對」，期間大會向舞台噴射以粟米粉及食用

色素製成之顏色粉末，粉末遇上舞台數百度高溫的燈光引發爆炸及大火，火勢瞬間

蔓延至整個表演場地。由於未能及時察覺意外，加上不少參加者赤身參與活動，故

此多人身陷火海，全身著火在地上打滾，近三百人皮膚嚴重燒傷。台灣當局經過三

個多月偵查，10 月向主辦活動的負責人作出起訴。 

02 中國首位女性獲頒諾貝爾 屠呦呦獲醫學獎 

 中國女醫學家屠呦呦憑著七十年代發現治療瘧疾特效藥「青蒿素」，榮獲 2015 年

諾貝爾醫學獎，是中國首位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科學家，亦是首名中國女性獲頒諾

貝爾獎。屠呦呦因為沒有博士學位、沒有海外留學背景、沒有中國兩院院士頭銜，

而被稱為「三無」科學家。她的研究成果過去 40 年未得到任何認可，直至 2011

年獲得國際醫學大獎，成就才開始被國際注視。 

03 伊斯蘭國發布斬首影片 兩名日本人質被處決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 1 月中旬發放挾持兩名日本人質的片段，要求日本政府繳交 2 億

美元贖金，但日本政府表示不會向恐怖主義屈服，拒絕答應要求。最終兩名日本人

質，湯川遙菜及記者後藤健二先後被斬首處決，殺害過程被組織以影片紀錄，上載

至網絡發布。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強烈譴責，指恐怖主義行徑殘暴卑劣，而伊斯蘭國

則警告，日本惡夢已經開始，揚言日後會對日本國民下手。 

04 少女苦候換肺不果終離世 引強制捐贈器官討論 

 19 歲少女勞美蘭 8 月在內地交流期間突然不適，後被診斷因「原發性肺血壓高」

致肺部出血，急需換肺。美蘭返港等候接受移植肺手術，惟苦候半個月仍未有合適

肺部捐贈。瑪麗醫院及本港傳媒於 9 月下旬連日向市民作出緊急捐肺呼籲，但美蘭

情況持續惡化，於 10 月 7 日不幸離世。事件引起市民對強制器官捐贈的討論，食

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回應指，社會對器官自動納入捐贈行列未有共識，政府對此

持開放態度。 
  

05 假冒身份電話騙案急升 通訊局推來電號碼識別措施 

 電話騙案 7 月顯著增加，警方首七個月錄得逾 2,000 宗電話騙案。騙徒多在

電話中假冒他人身分，包括中聯辦、內地執法機關人員及速遞公司職員，部分

電話從內地撥出，但來電顯示為香港號碼。為防範電話騙案，通訊事務管理局

8 月推出新措施，與本地電話商研究在香港境外的「來電號碼顯示」加設

「+」號，以識別源自外地的可疑電話騙案。 

06 佔領行動一周年 千人默站紀念 

 佔領行動爆發一周年，民陣等多個團體於 9 月 28 日發起「全民反政治打壓運

動」集會，參與市民手持黃傘聚集於政府總部一帶。警方表示集會人數約

1,100 人。下午 5 時 58 分，即去年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淚彈的一刻，大會舉行

默站儀式。集會其間有示威人士欲走出夏愨道，一度與警方對峙，最終未有釀

成衝突，集會人士於晚上 7 時後和平散去。 

07 尼泊爾發生強烈地震 逾八千人罹難 

 尼泊爾 4 月 25 日下午發生 7.9 級強烈地震，震央鄰近首都加德滿都，及後發

生多次餘震。地震造成超過 8,000 人死亡，逾 90 萬間房屋受破壞，大批民眾

留離失所，露宿街頭，不少位於世界遺產加德滿都谷地的歷史建築嚴重損毀。

地震波及範圍甚廣，毗鄰的印度、中國、巴基斯坦都感受到震動，地震波同時

令珠穆朗瑪峰山體晃動引發雪崩，造成至少 19 人喪生。多國派出救援隊協助

搜救生還者及提供物資給災民。 

08 天津大爆炸千人死傷 揭企業違規存放過量危險品 

 天津濱海新區一座儲存大量危險品的倉庫，8 月 12 日晚發生連環爆炸，造成

近千人死傷。爆炸威力強大，引發高達數十米的火光及「蘑菇雲」煙塵，現場

炸出一個大坑，四周建築物受損。爆炸位置發現存放大量易燃氰化物，造成的

化學品洩漏引起空氣及水源污染問題。事後天津官員召開記者會，但回應備受

爭議。而消防救災方式被指不當，令過百名消防員殉職。同時，事故揭發當地

企業違規儲存化學品於倉庫中，多名官員涉包庇被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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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港大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 商議過程風波不斷 

 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年初被報章披露獲物色委員會提名出任副校長，但他被

指涉處理佔領行動捐款，任命程序被押後。校務委員會 6 月以「等候首席副校長」

解釋延遲原因，被質疑有政治考慮。一批港大學生 7 月闖入校委會抗議。校委會最

終否決委任陳文敏，強調決定以大學長遠利益為依歸。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披露會議

內容，包括有委員質疑陳文敏學歷及誠信。馮敬恩被指違反校委會保密協議。另一

方面，由於多名校委由行政長官委任，有聲音擔心院校自主受到政治干預。 

10 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 引起社會關注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6 月 26 日通過裁決，裁定同性伴侶有權在美國境內結婚。這

意味著禁止同性婚姻的 14 個州份，必須依從最高法院的決定。美國總統奧巴馬表

示裁決是邁向平等的一大步。不少社交網站用戶把頭像照片加上彩虹效果，支持同

性平權。不過美國國內仍有不少反對聲音，批評判決破壞傳統婚姻制度，又質疑同

性婚姻是立法體系問題，不應由法院判決。 

11 行會通過三跑方案 造價高達千四億 

 行政會議 3 月中批准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工程預計 2016 年動工，2023 年落

成，最新估計造價增至 1,415 億。政府指新跑道預計每年可額外處理 3,000 萬人次

客運量，並提升每小時航班處理量至 102 班。但有聲音質疑三跑受空域限制，只

可供飛機降落，不能作起飛之用。機管局 9 月公布最新融資方案，當中向每名離境

旅客徵收 70 至 180 元的機場建設費。工程因空域問題、破壞海洋生態及相關財務

計劃安排而受到司法覆核挑戰。 

12 美國太空總署研究 推斷火星存有液態水 

 美國太空總署 9 月 28 日公布，發現火星表面有液態水流動。太空總署認為火星空

氣有濕氣，透過滲入泥土令礦物鹽受潮。天氣寒冷時礦物鹽會結冰，直至天氣回

暖，冰塊融化，並沿火星表面流動形成水痕。研究員是透過觀察火星表面照片，發

現火星表面有深色手指狀物體流動，因而推測火星表面存在液態水。 

 

13 新沙士爆發 南韓政府被指抗疫不力 

 南韓 5 月中旬爆發俗稱「新沙士」的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一名男子月初從中東

返抵南韓後出現病徵，成為首宗確診個案。患者於發病期間接觸多人，南韓政府

被指未有及時採取適當隔離措施，令疫情失控。另一名男子不理勸告，同月下旬

由首爾經香港轉至惠州後確診感染。港府一度把新沙士應變級別提升至嚴重，並

向南韓發出紅色外遊警示。當地疫情 7 月起受控，南韓政府 7 月 28 日宣布疫情基

本結束，確診病例 186 宗，當中 36 人死，當地經濟受重挫。 

14 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 過千市民靈堂弔唁 

 無綫資深配音員林保全 1 月 2 日在家中猝逝，享年 63 歲。其家人在紅磡世界殯儀

館設靈，逾千名市民前往靈堂弔唁。林保全是香港知名配音員，曾為多個卡通人

物及電視角色配音。當中，由他聲演的「叮噹」，或後來稱為「多啦 A 夢」的角色

最為人熟悉，在不少香港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15 一周一行取代一簽多行 料減少來港旅客人次三成 

 內地 4 月 13 日起調整深圳居民赴港「一簽多行」政策，由以往為深圳戶籍居民

簽發赴港「一簽多行」的簽注，改為「一周一行」，即每星期每人只能辦理簽注一

次，每次最多逗留七天。新措施主要針對因一簽多行帶來的水貨活動問題。公安

部出入境管理局指，是考慮過香港旅遊承受力後，作出優化政策調整。「一簽多

行」安排於 2009 年推出，讓深圳居民一年內可無限次往來香港，去年以「一簽多

行」來港旅客有 1,485 萬人次，預計新措施會減少約三成人次。 

16 中國舉行閱兵儀式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內地 9 月 3 日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各省均有大型紀念活動，北京則舉行抗戰勝

利 70 周年閱兵儀式，由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多國元首與政府領導人應邀出席，

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及南韓總統朴槿惠，但以美國為首等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並未

有參加。習近平在儀式上宣布裁軍 30 萬，指中國永遠不會稱霸，致力推進和平。

本港亦將本年 9 月 3 日訂為一次性法定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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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湖北商場電梯意外 母臨死救子一命 

 湖北 7 月發生扶手電梯致命意外，一對母子在商場乘扶手電梯，快將抵達樓層時電

梯踏板突然鬆脫。母親下半身迅速被捲入電梯槽，期間她將兒子托起，自己卻無法

逃出，最終跌落電梯槽內被夾死。事發前該扶手電梯已經出現故障，但未有即時停

止運作。其後內地及本港接連發生多宗扶手電梯意外，引起社會對電梯維修安全的

關注。 

18 香港球迷噓國歌 足總遭罰款四萬元 

 部分香港球迷於 6 月及 9 月港隊出戰世界杯亞洲區外圍賽期間，在中國國歌奏響時

報以噓聲，或背對球場，其後更投擲雜物。國際足協 10 月根據《國際足協紀律章

程》，就「香港球迷噓中國國歌」和「香港球迷故意向球場擲雜物」兩項不當行

為，正式對香港足球總會罰款 5,000 瑞士法郎，折合約為 4 萬港元。國際足協警告

如有再犯，足總將面臨更嚴重處罰。 

19 長者室外赤裸輪候洗澡 涉事劍橋護老院不獲續牌 

 大埔劍橋護老院 5 月下旬被揭發安排長者在露天平台脫光衣服輪候洗澡，附近居民

可以清楚看到。劍橋護老院承認做法有欠尊重，損害長者尊嚴，決定解僱有關員

工。社會福利署高度關注，指事件嚴重侵犯長者私隱，署方絕不容忍任何虐待長者

的行為，6 月中旬正式拒絕該護老院的續牌申請。  

20 食水含鉛惹風波 各界促政府調查 

 啟晴邨 7 月被揭發食水含鉛量超出世衛標準，政府隨即為涉事屋邨檢驗，有樣本含

鉛量超標。政府起初指公屋預製組件或有問題，並就是否公開水喉匠及承建商資料

引起社會爭議。其後政府為受影響樓宇安裝臨時供水系統，並安排部分居民包括兒

童及孕婦驗血，有個案血鉛超標。多座公屋、私人屋苑及學校的水樣本陸續被驗出

含鉛量超標。政府及房委會分別成立專責小組及檢討委員會跟進事件，另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委任調查委員會進行聆訊，指接駁水管焊料含鉛，政府及建築業界認

知不足，部門監管有漏洞。立法會曾討論運用權力及特權法追究責任，最終遭否

決。而涉事承建商一度被房委會禁止投標。 

 

21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離世 任內推經濟壓人權受爭議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 3 月 23 日凌晨因肺炎惡化病逝，享年 91 歲。新加坡全

國哀悼七日，並於 3 月 30 日舉行國葬。多國領袖出席哀悼，大批新加坡人沿途

送別李光耀。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 31 年，致力推動經濟發展，令新加坡蛻變

成現代化國家，30 年間人均生產總值位居世界前列。不過，他任內常被批評實

行鐵腕手段及家長式管治，打壓政敵，限制國家的新聞、言論及集會自由。 

22 男童蕭友懷逾期留港九年 外婆被定罪 

 內地出生的 12 歲男童蕭友懷，3 歲時由外婆周紹璇為他申請雙程證來港，並逾

期留港 9 年，期間沒有領取「行街紙」或身分證。5 月下旬，兩婆孫由立法會

議員陳婉嫻陪同下前往入境處投案，冀可酌情獲得居留權。他最終獲發「行街

紙」，惹起部分市民非議。其後有小學為他安排能力評估測試，有示威者在學校

門外抗議。6 月初，蕭友懷在外婆陪同下突然要求自願遣返，隨即返回內地。

周紹璇 10 月被裁定「涉嫌協助或教唆他人違反逗留條件」罪名成立。 

23 拒大型樂器入閘惹爭議 港鐵試行樂器登記計劃 

 港鐵於 9 月截停兩名分別攜帶古箏及大提琴的乘客，指其樂器超出行李體積規

定。有網民不滿港鐵有「雙重標準」及「執法不公」問題，只針對大型樂器，

卻縱容水貨客攜帶大型貨物，於是號召市民 10 月初攜帶大型樂器到大圍站示

威。港鐵其後試行為期四個月的登記計劃，放寬尺寸限制，讓攜帶較大型樂器

人士申請許可證，於非繁忙時段進入港鐵範圍，其後再作檢討。 

24 建制派議員離場 政改方案遭大比數否決 

 香港政制發展爭議持續多時，政府於人大定下政改框架後，年內向立法會提交

政改方案。立法會於 6 月 18 日就方案進行表決，投票其間大批建制派議員突然

離開會議廳，意圖借參與會議人數不足為由，延遲表決。但在部分建制派議員

未有離席下，最終有 37 名立法會議員進行投票。議案以 8 人贊成、28 人反對

下，遭大比數否決。事後，經民聯林健鋒解釋，拉隊離場只為「等埋發叔」，卻

未能拖延表決時間。2017 年特首選舉將沿用現行選舉辦法。  



  全 港 中 學 生  

十大新聞選舉              主辦    
 

第 4頁 
 

 

總選 候選新聞簡介 

（截至 2015 年 10 月 31 日） 

 

附件二 

 

25 曾蔭權涉貪 被廉署正式落案起訴 

 經過逾三年調查，前行政長官曾蔭權 10 月上旬被廉政公署正式落案起訴，為歷來

被控的最高級官員。控罪指他涉嫌於擔任行政長官期間，未有申報利益。曾蔭權被

指在行會討論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牌照時，未有申報與主要股東黃楚標有深圳物

業租賃協議。另外，他提名建築設計師何周禮受勳，但未有披露對方負責有關深圳

物業的室內設計。他被起訴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經法院提堂應訊後，獲准取

保候審。曾蔭權其後發聲明指問心無愧，深信法庭會還他清白。 

26 張曉明指特首超然 言論惹爭議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9 月在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研討會中指，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

政、立法和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香港並非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

制。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指，基本法列明特首是行政機關首長，所以地位確實超

然。「特首超然論」引起社會各界討論。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撰文，任何人

不論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凌駕在法律之上。大律師公會亦發聲明，指三權分立是法

治原則，社會應支持司法獨立及法治實踐。泛民批評特首猶如封建皇帝。 

27 曼谷四面佛炸彈爆炸 兩名港人身亡 

 8 月 17 日傍晚，泰國曼谷著名景點四面佛發生炸彈爆炸，造成 27 人死，包括 2

名港人，另逾百人受傷，港府一度對曼谷發出紅色旅遊警示。事件涉及一名土耳其

籍男子，把藏有炸彈的背包放置四面佛附近，隨即發生爆炸。泰國警方調查後先後

拘捕數名涉事者，指疑犯是為了報復當局近期打擊偷運人蛇活動。但外界一直揣測

襲擊針對早前泰國政府將境內維吾爾族人遣返中國，與極端民族主義及恐怖襲擊有

關。 

28 敘利亞難民湧歐 德國倡歐盟各國分擔接收難民責任 

 敘利亞戰事踏入第五年，為逃避內戰及伊斯蘭國的戰火，逾 50 萬敘利亞難民橫渡

地中海到歐洲尋求庇護。9 月初，一幀敘利亞三歲孩子伏屍沙灘的照片，觸發全球

重新關注難民處境。其後，歐盟各國內政部長在比利時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收容難

民的問題。德國和法國倡導歐洲 28 個國家制訂分擔收容難民的名額，遭其他歐盟

成員國反對。德國對接收難民持開放態度，預期今年內接收近 100 萬名難民。 

 

29 光復行動反水貨客 引發警民衝突 

 水貨客問題近年愈趨嚴重，被指影響本地市民生活。有社運人士及網民多次發起

反水貨客的「光復行動」，在上水、屯門、沙田、元朗及尖沙咀等水貨客經常出

現的地方示威，期間示威者與市民及警方多次發生衝突，警方為控制場面曾出動

警棍和胡椒噴霧，亦有受影響商舖落閘免受波及。連串「光復行動」有多名示威

者被警方拘捕，被控襲警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等罪名。 

30 亞視限期前無法提交改革建議 行會決定不續牌 

 行政會議 4 月決定不續牌予亞洲電視，為行會首次否決現有廣播機構續期申請。

亞視可營運至 2016 年 4 月 1 日，屆時其免費電視牌照及頻譜將再作分配。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指，行會已給予合理時間亞視進行改革，但亞視未有在

限期前提交計劃。另通訊局報告指出亞視在節目、財政及管理表現欠佳，質疑其

持續經營能力。亞視早前一度宣稱已覓得新買家，惟最終不獲續牌。亞視發表聲

明指，對決定感到意外和憤慨，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