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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 2015 年中學生十大新聞出爐 

「台灣樂園粉塵爆炸事件」得票逾 65%居首 
 
  學友社自 1992 年起每年舉辦「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至今已舉辦二十四屆，2015 年共

有近 70,000 名中學生參與。今年十大新聞首位為台灣樂園粉塵爆炸事件，得票率逾六成半。 

 
  是屆十大新聞選舉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1 日進行，共收回 118 所中學的選票，有效

投票中學生人數達 69,557 名。主辦機構學友社先從參與新聞初選的 30 所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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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從 30 則候選新聞中選出

自己心目中的十大新聞。 

 
2015 年十大新聞選舉結果 

排名 新聞標題 票數 得票率 

1 台灣樂園粉塵爆炸引發大火 近五百人死傷 45,698 65.70% 

2 食水含鉛惹風波 各界促政府調查 40,876 58.77% 

3 伊斯蘭國發布斬首影片 兩名日本人質被處決 35,316 50.77% 

4 天津大爆炸千人死傷 揭企業違規存放過量危險品 35,061 50.41% 

5 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 引起社會關注 33,097 47.58% 

6 曼谷四面佛炸彈爆炸 兩名港人身亡 29,737 42.75% 

7 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 過千市民靈堂弔唁 29,607 42.57% 

8 拒大型樂器入閘惹爭議 港鐵試行樂器登記計劃 27,539 39.59% 

9 新沙士爆發 南韓政府被指抗疫不力 27,004 38.82% 

10 美國太空總署研究 推斷火星存有液態水 25,452 36.59% 

  學友社將於 2016 年 1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至 5 時，於九龍塘生產力促進局大樓 4 樓

會議廳，舉辦十大新聞選舉頒獎典禮，頒發大會各項比賽的獎項，藉以鼓勵中學生參與傳媒教育

活動及關心社會。 

 
附件：學友社「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分析 

 
發稿機構：學友社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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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結果分析 

發表日期：2016 年 1 月 1 日 

 

是屆學友社「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於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2 月 11 日進行，共收

回 118 所中學的選票，有效投票學生人數達 69,557 名。學友社先從參與新聞初選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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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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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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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際及兩岸新聞排名較前 本地新聞佔候選新聞過半 

從本年度三十則新聞的排名結果，反映學生持續關注國際新聞，集中分析本年度首十大新

聞排名，共有 7 則新聞為國際及兩岸新聞，當中包括「台灣樂園粉塵爆炸引發大火 近五

百人死傷」（第一位，得票 45,698，得票率 65.70%）、「伊斯蘭國發布斬首影片 兩名

日本人質被處決」（第三位，得票 35,316，得票率 50.77%）、「天津大爆炸千人死傷 揭

企業違規存放過量危險品」（第四位，得票 35,061，得票率 50.41%）、「美國同性婚姻合

法化 引起社會關注」（第五位，得票 33,097，得票率 47.58%）、「曼谷四面佛炸彈爆炸 

兩名港人身亡」（第六位，得票 29,737，得票率 42.75%）、「新沙士爆發 南韓政府被

指抗疫不力」（第九位，得票 27,004，得票率 38.82%）及「美國太空總署研究 推斷火

星存有液態水」（第十位，得票 25,452，得票率 36.59%）。其他國際新聞如尼泊爾地震（第

十一位）及敘利亞難民湧歐（第十三位）緊隨其後，可見國際及兩岸新聞在是次選舉中較

受關注。 

 
而 30 則候選新聞中，共有 17 則本地新聞上榜，佔一半以上。當中「食水含鉛惹風波 各

界促政府調查」（第二位，得票 40,876，得票率 58.77%）、「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 過

千市民靈堂弔唁」（第七位，得票 29,607，得票率 42.57%）及「拒大型樂器入閘惹爭議 港

鐵試行樂器登記計劃」（第八位，得票 27,539，得票率 39.59%）三則本地新聞更擠身於十

大新聞之中。選舉結果反映中學生相當關注本地新聞事件。 

 
對比過往四年的分析數據，每年均有 7 至 10 則候選新聞屬國際及兩岸新聞，反映學生近

年多能涉獵本地及國際新聞，關注新聞的廣度有所提高。 

 
 

二、突發新聞較深刻 震撼畫面加深印象 

本年度十大新聞中，4 則新聞為突發新聞，包括「台灣樂園粉塵爆炸引發大火 近五百人

死傷」（第一位）、「伊斯蘭國發布斬首影片 兩名日本人質被處決」（第三位）、「天

津大爆炸千人死傷 揭企業違規存放過量危險品」（第四位）及「曼谷四面佛炸彈爆炸 兩

名港人身亡」（第六位）。學友社認為，隨着智能通訊設備廣泛應用，突發新聞事件發生

時，不少現場人士都能夠即時拍攝並發布至不同新聞網站或社交媒體平台，部分更由傳統

傳媒機構加以轉載，現場震撼的畫面能令學生對相關新聞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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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地政治新聞議題仍受學生持續關注 

從是次結果可見，本地政治新聞排名較後，主要集中於第二十至三十位內。然而，從相關

新聞議題的類別作分析，不少是過往數年本地政治新聞的延續。去年十大新聞之中的「罷

課事件」、「佔領行動」及「人大定下普選框架」，前年十大新聞的「反水貨客事件」等

議題在今年繼續發酵。相關新聞再次入選 30 則候選新聞，包括「佔領行動一周年 千人

默站紀念」（第十四位）、「光復行動反水貨客 引發警民衝突」（第二十一位）、「建

制派議員離場 政改方案遭大比數否決」（第二十八位）。學友社認為相關政治新聞事件

跨越數年，延伸出多個焦點，這些議題仍被納入今年 30 則候選新聞之內，反映中學生對

本港政治新聞的事態發展持續關注。 

 

 

四、各方新聞資訊湧現 學生需多角度思考分析 

近年不同類型的新聞媒介湧現，中學生接收新聞資訊的途徑不再單靠傳統主流媒體。透過

網絡平台迅速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資訊，豐富了中學生接收資訊的廣度，有助擴闊視

野。與此同時，新聞資訊海量湧現及迅速傳播，消息來源未必準確可靠，即使專業新聞從

業員也需時核實，對中學生而言，分辨新聞資訊真偽的難度則更高。學友社建議，中學生

需從多角度思考及分析新聞，應以明辨慎思的精神，閱覽不同媒體的報道以掌握事實；同

時以客觀持平的態度，了解各方對新聞事件的評論和立場，加強閱讀新聞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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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總選結果 

 

總投票人數：69,557 

 

排名 新聞標題 票數 得票率 

1 台灣樂園粉塵爆炸引發大火 近五百人死傷 45,698 65.70% 

2 食水含鉛惹風波 各界促政府調查 40,876 58.77% 

3 伊斯蘭國發布斬首影片 兩名日本人質被處決 35,316 50.77% 

4 天津大爆炸千人死傷 揭企業違規存放過量危險品 35,061 50.41% 

5 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 引起社會關注 33,097 47.58% 

6 曼谷四面佛炸彈爆炸 兩名港人身亡 29,737 42.75% 

7 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 過千市民靈堂弔唁 29,607 42.57% 

8 拒大型樂器入閘惹爭議 港鐵試行樂器登記計劃 27,539 39.59% 

9 新沙士爆發 南韓政府被指抗疫不力 27,004 38.82% 

10 美國太空總署研究 推斷火星存有液態水 25,452 36.59% 

11 尼泊爾發生強烈地震 逾八千人罹難 24,593 35.36% 

12 湖北商場電梯意外 母臨死救子一命 24,306 34.94% 

13 敘利亞難民湧歐 德國倡歐盟各國分擔接收難民責任 23,800 34.22% 

14 佔領行動一周年 千人默站紀念 23,647 34.00% 

15 香港球迷噓國歌 足總遭罰款四萬元 21,973 31.59% 

16 少女苦候換肺不果終離世 引強制捐贈器官討論 21,802 31.34% 

17 中國舉行閱兵儀式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 20,137 28.95% 

18 假冒身份電話騙案急升 通訊局推來電號碼識別措施 20,112 28.91% 

19 中國首位女性獲頒諾貝爾 屠呦呦獲醫學獎 19,582 28.15% 

20 長者室外赤裸輪候洗澡 涉事劍橋護老院不獲續牌 18,528 26.64% 

21 光復行動反水貨客 引發警民衝突 17,510 25.17% 

22 一周一行取代一簽多行 料減少來港旅客人次三成 16,714 24.03% 

23 男童蕭友懷逾期留港九年 外婆被定罪 16,680 23.98% 

24 曾蔭權涉貪 被廉署正式落案起訴 14,390 20.69% 

25 港大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 商議過程風波不斷 13,579 19.52% 

26 行會通過三跑方案 造價高達千四億 12,463 17.92% 

27 亞視限期前無法提交改革建議 行會決定不續牌 12,398 17.82% 

28 建制派議員離場 政改方案遭大比數否決 11,759 16.91% 

29 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離世 任內推經濟壓人權受爭議 10,889 15.65% 

30 張曉明指特首超然 言論惹爭議 7,230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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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總選結果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