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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銅鑼灣書店人員失蹤 引打擊一國兩制的憂慮 

    專門出售內地政治書籍的銅鑼灣書店，老闆李波的妻子於 1 月初報警，表示李波在

港失蹤。由於沒有李波的出境記錄，各界懷疑內地執法人員在港帶走李波。本港傳

媒更揭發另有四名書店股東和職員於去年先後在內地及國外失蹤。有傳媒其後播放

書店人員在內地的受訪片段。李波在片段中承認偷渡進入內地，並以證人身份配合

內地調查。店長林榮基於 6 月回港銷案，兩天後召開記者會，講述他在內地被拘留

的情況。不少市民擔心事件破壞一國兩制，打擊香港的出版自由。 

02 寨卡病毒全球蔓延 香港出現首宗個案 

 寨卡病毒於今年在全球多國蔓延。除了南美外，北美、歐洲及東南亞等地也出現個

案。世界衛生組織成立針對寨卡病毒的全球反應小組。寨卡病毒主要是透過埃及伊

蚊傳播，其中對孕婦的影響最受關注，受感染的孕婦較容易誕下小頭畸形的嬰兒。

香港亦出現兩宗寨卡病毒感染個案，患者均在外地感染。 

03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 參選人言行屢受爭議 

 美國於 11 月舉行總統選舉，前國務卿希拉里及富商特朗普分別代表民主黨及共和

黨參選。在競選過程中，特朗普經常發表種族歧視和侮辱女性的言論，遭社會各界

批評。希拉里雖然獲較多女性選民支持，但她被揭發在擔任國務卿期間以私人電郵

處理公務，其公信力受質疑。特朗普最終取得超過 270 張選舉人票，當選成為第

45 任總統。另外，共和黨在參眾兩院改選均取得過半數議席。 

04 迎接各項挑戰 巴西一圓奧運夢 

 2016 年夏季奧運會 8 月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是南美洲國家首次舉辦奧運，合

共逾二百個國家參與，為歷屆新高。當中更包括首支難民隊伍參賽，由逾四十名經

聯合國確認難民身分的運動員組成。本屆奧運籌辦期間，巴西政局不穩、基礎設施

興建進度緩慢、衛生安全如寨卡病毒疫情等問題都引起外界關注。賽事展開後，瓜

納巴拉灣海水污染，及跳水池場館池水變綠，令外界憂慮運動員健康受影響。奧運

會最終順利閉幕，下屆將移師至日本東京舉行。 

   

05 橫洲計劃惹爭議 朱凱迪疑因調查受恐嚇 

 立法會選舉期間，參選人朱凱迪批評政府將橫洲公屋發展計劃建屋量由

17,000 個單位減少至 4,000，並放棄優先發展棕地，迫遷非原居民村，有

「官商鄉黑」勾結之嫌。朱凱迪於 9 月當選，隨即表示因調查橫洲計劃遭受

恐嚇，報警求助。當局被指在計劃研究時曾與地區人士「摸底」，被批評做法

欠透明，官員解釋此為慣常做法。其後，行政長官召開記者會，解釋計劃分三

階段推行，建屋目標不變，但仍未能釋除公眾疑慮。 

06 幼女梁頌昕行李事件 梁振英被指濫用特權 

 行政長官梁振英幼女梁頌昕 3 月 28 日乘飛機離港，其後發現手提行李遺留於

機場禁區外。有報道指，梁振英涉嫌以特首身分向機場工作人員施壓，要求機

管局將行李直送禁區。外界質疑機管局「特事特辦」，使梁頌昕不用按正常程

序親身認領行李。航空界同時憂慮事件影響航空安全，逾千人於機場參與靜坐

抗議。梁振英否認使用「特權」。機管局強調處理事件無違反安全程序。 

07 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 多次提及「一帶一路」 

 行政長官梁振英於 1 月發表施政報告，報告中逾四十次提及「一帶一路」。相

關措施包括成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及「一帶一路」辦公室、設立十億元

「一帶一路」獎學金，並鼓勵學校於課程及學生活動中加入「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內容。市民對施政報告意見分歧，認為「一帶一路」措施配合中央政策，

亦有批評報告未有關注本地民生。根據港大民調，是次施政報告錄得歷來最低

評分。 

08 大帽山結冰 逾百人在山上受困 

 香港於 1 月經歷 59 年來最寒冷的一天，市區錄得最低氣溫 3.1℃，大帽山更

一度錄得-6℃。由於大批市民上山觀賞結霜，當天亦有越野賽在大帽山舉行，

但因馬路及山路結冰，有逾百名市民及跑手被困山上，需報警求救。警方即時

封山，配合消防員徒步沿濕滑山路營救。獲救傷者多數出現低溫症及手腳扭傷

和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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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 避談九二共識 

 台灣於 1 月舉行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取得超過 689 萬票，得

票率超過五成六，擊敗國民黨的朱立倫及親民黨的宋楚瑜，當選為第 14 任總統。

另外，民進黨在立委選舉中獲 68 個議席，取得議會控制權，達至全面執政，使台

灣實現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於 5 月 20 日宣誓就職，成為台灣首位女總統。在

就職演說中，她表示尊重 1992 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但沒有提及承認九二

共識。北京批評她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模糊態度。兩岸聯繫溝通機制隨後暫停。 

10 最低工資上調至$34.5 15 萬勞工受惠  

 最低工資委員會於 10 月完成法定最低工資新一輪檢討，落實最低工資由現時每小

時 32.5 元增加至 34.5 元，明年 5 月 1 日正式生效，預料超過 15 萬名勞工受惠。

有僱主直言薪金上調會減少聘用員工，變相增加員工工作量。亦有意見認為商家會

將成本轉嫁消費者，令加薪未能真正惠及基層。 

11 青政議員宣誓被指辱華 人大釋法解宣誓涵義 

 青年新政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恆和游蕙禎於宣誓儀式中，被指用英文將「中國」讀

成「支那」，以及展示「香港不是中國」的英文標語。游亦被指將「共和國」的英

文讀成粗口。其後梁解說為鴨脷洲口音。不少市民譴責梁游辱華，建制派發動流

會，阻止兩人再宣誓。政府更就梁游再宣誓提出司法覆核。全國人大常委會於高等

法院未宣決前，就基本法第 104 條中，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的涵

義、適用範圍和法律後果，主動提出釋法。非建制派發起遊行，抗議釋法破壞法

治。建制派亦舉辦集會，支持釋法及反對港獨。高院其後裁定梁游議員資格被取

消。兩人也表示會上訴。有市民亦就多位議員及行政長官宣誓有效性提出司法覆

核。 

12 牛頭角迷你倉四級大火 兩消防員殉職 

 九龍灣淘大工業村 6 月發生四級大火，焚燒 108 小時後被撲熄。事件導致 2 名消

防員殉職，引起社會關注有關消防滅火策略和裝備是否足夠，以及在舊式工廈內設

置迷你倉可能引起的消防安全問題。 

 

13 北韓進行第五次核試 各國齊聲譴責 

 北韓在 9 月 9 日國慶日進行第五次核試，威力是歷次最強，引發黎克特制五級以

上地震。北韓聲稱核試成功，能夠把核彈頭裝上戰略彈道導彈，多國齊聲譴責北

韓核試，南韓總統朴槿惠指這類挑釁行為只會招致更多制裁。北韓卻表示國家軍

力已進一步提升，不擔心受制裁。 

14 英國公投決定脫歐 環球政經局勢現隱憂 

 英國於 6 月舉行脫歐公投。五成二選民支持脫歐，以四個百分點差距獲得通過。

英國社會就脫歐一事意見分歧，脫歐派認為歐盟削弱英國在貿易及移民政策的自

主權，並擔心移民威脅就業；留歐派則認為脫歐會打擊經濟。支持留歐的首相卡

梅倫表示尊重選民決定，並辭任首相一職。原內政大臣文翠珊 7 月接任首相，並

表示於明年 3 月前展開脫歐談判。公投引發環球股市及英鎊匯價急跌。另外，公

投結果或引起蘇格蘭及北愛爾蘭要求獨立，及觸發歐盟成員國提出脫歐，為環球

局勢增添不明朗因素。 

15 康橋之家前院長涉嫌性侵院友 院舍終因違反規定遭社署「釘牌」 

 有傳媒於 10 月報導，私營殘疾人士院舍康橋之家前院長張健華涉嫌與智障女院友

非法性交，律政司因受害人不適合作供而撤銷起訴。及後再有傳媒揭發該院舍在

短時間內發生多宗院友身亡事故，引起社會關注及促請社署介入。社署及後表示

曾於向康橋之家發出糾正指示，要求改善管理及營運。由於該院舍於 11 月仍然違

反實務守則的規定，社署決定撤銷康橋之家的豁免證明書。 

16 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 防止自殺委員會提多項建議 

 2015-16 學年接連有學生輕生，情況至今年 3 月更見嚴重，引起社會關注學生的

心理健康問題。教育局因此成立防止自殺委員會。委員會於 11 月發表最終報告，

提出 26 項建議，包括為教師、朋輩和家長提供「守門人」訓練，為有需要家庭提

供外展服務及繼續推廣「生涯規劃」教育等。報告表示學生自殺與教育制度並無

直接關係，但委員會亦建議局方對此作檢視。有聲音認為報告忽略制度上的問

題，不能對症下藥。教育局表示會研究如何盡快落實報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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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新高 本土自決勢力冒起 

 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於 9 月 4 日舉行，整體投票人數約 220 萬，投票率為回歸後新

高，達五成八，較上屆多近五個百分點。本屆選情激烈，地區直選參選名單為歷屆

最多，除建制及泛民兩大陣營外，提倡本土自決的人士亦有參選。選舉原定於晚上

十時半結束，惟多個票站仍有大批選民排隊等候投票，部分票站投票時間延至凌晨

二時。最終建制派取得 40 席、非建制派取得 30 席，當中提倡本土自決佔 6 席，

成為立法會內第三大政治力量。新界西朱凱迪以 84,121 票當選，成為地區直選

「票王」。另外，投票日前多位候選人宣布棄選，而選舉日出現選票損毀及懷疑重

複領票事件，都引起市民關注。 

18 亞洲電視財困不斷 終走向停播結局 

 有 59 年歷史，前身為麗的電視的亞洲電視於 4 月 1 日凌晨正式停播。亞視為 19

世紀頗具影響力的華人電視媒體，但近年不斷被批評節目質素下降、新聞誤報和欠

中立。多次更換管理層但無法解決財困，員工被持續拖欠薪金。行政長官於去年決

定不再續牌予亞視。今年 2 月亞視被申請清盤。不少市民在停播前到亞視總部拍照

留念。亞視沿用的頻譜由香港電台及香港電視娛樂旗下的 ViuTV 接手。 

19 南韓「閨密門」引發逾百萬人遊行 要求總統朴槿惠下台 

 南韓總統朴槿惠的閨中密友崔順實被指濫用特權及涉及多宗弊案。朴槿惠更被揭發

放任崔順實干政，允許她接觸一些未經解密的政府文件，又運用權力讓崔的女兒入

讀梨花女子大學。朴槿惠及後向民眾公開道歉，仍未能平息民憤，民望大幅下滑。

南韓民眾舉行燭光集會及大型遊行，逾百萬人參加，要求朴槿惠下台。  

20 《十年》膺金像獎最佳電影 內容涉政治議題 

 獨立電影《十年》榮獲第 35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作品是由五個短篇故事

合集，主題為五名導演對十年後香港的猜想，內容提及香港人權、民主及言論自由

受威脅，以及香港獨立、自決等敏感政治議題。有電影業人士質疑該電影未有獲其

他獎項提名，不具備最佳電影質素。金像獎協會主席爾冬陞指，《十年》得獎是一

個社會效應，社會氣氛令電影產生巨大迴響。 

 

21 城大天花倒塌意外 綠化工程安全成疑 

 香港城市大學胡法光運動中心一幅過千平方米的水泥天台連金屬鋼架在 5 月 

20 日下午突然倒塌，事件中 3 人受輕傷。校方成立調查小組，指綠化天台疑因

連日天雨致重量增加，加上去水系統出現問題導致結構不勝負荷。而承建商亦

懷疑未有就綠化工程向屋宇署申請入則。事件令公眾關注本港綠化天台工程的

質素及安全，屋宇署表示會繼續調查事件，並提醒業界需注意綠化屋頂安全。 

22 立會選舉確認書風波 六名參選人被取消資格 

 選舉管理委員會於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前，要求參選人除提交提名表格外，亦需

簽署「確認書」，表示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泛民批評「確認

書」的要求缺乏法律基礎，是政治篩選，部分參選人拒簽。選舉主任其後透過

電郵要求部份本土派參選人，澄清其政治立場。最終六人提名被裁定無效。原

報名參選的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雖回覆電郵及簽署確認書，但選舉主任引用其

面書截圖，不信納他改變港獨的立場，裁定提名無效。部分被取消資格人士其

後提出選舉呈請。 

23 法國國慶尼斯遇襲 伊斯蘭國承認責任 

 一名法籍突尼斯裔男人，於 7 月 14 日法國國慶當晚，駕駛貨車高速撞向在尼斯

海濱大道觀賞煙花的群眾，並下車向人群亂槍掃射，造成最少 84 人死亡，200

多人受傷。與警方激烈交火後，槍手被警員擊斃。事後，法國總統奧朗德宣布

延長緊急狀態三個月。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對襲擊承認責任。 

24 旅韓台灣藝人周子瑜被指「台獨」 遭中國網民抵制 

 在南韓發展的台灣藝人周子瑜於去年末在綜藝節目揮舞中華民國國旗，引起內

地網民不滿。台灣藝人黃安在本年 1 月在微博舉報周子瑜是「台獨」，內地網民

要求進一步抵制周子瑜。經紀公司 JYP 娛樂安排周子瑜錄製道歉影片，並聲明

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事件在台灣引起很大迴響。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及三位總

統候選人蔡英文、朱立倫及宋楚瑜一致認為周子瑜不需道歉，並希望中國約束

民間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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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5 旺角年初二騷亂 警民爆武力衝突 

 旺角街頭於年初二凌晨，爆發警民武力衝突。食環署驅趕無牌熟食小販時，引起在

場市民鼓噪。有本土派團體聲援小販，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警員兩度鳴槍示警。

有示威者向警員投擲磚頭及玻璃樽，又多處放火焚燒雜物。警方施放胡椒噴霧及催

淚水劑、揮動警棍以控制場面。衝突維持近八小時，直到早上才平息。事件中有百

多人受傷，包括示威者、警員及記者，至少 80 多人被捕。涉案人士其後被控以暴

動罪。行政長官將事件定性為暴亂，並嚴厲譴責暴徒目無法紀。 

26 南海仲裁案 中國拒絕接受裁決 

 海牙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於 7 月公布南海仲裁案結果，就菲律賓提出的 15 項訴訟，

裁定中國的南海「九段線」在國際法之下沒有效力，歷史上亦無法律根據，意味中

國主張擁有的 200 多萬平方公里領土主權及海洋利益被否定。中國政府拒絕接受

裁決，強調「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有關結果。裁決亦引起台灣不滿，認為會

損害台灣海洋權益，表示不接受有關結果。 

27 《Pokémon Go》遊戲登陸香港 引發安全及滋擾問題 

 在全球極受歡迎的手機遊戲《Pokémon Go》於 7 月底登陸香港。遊戲運用擴增

實境（AR）技術，讓玩家在真實環境捕捉虛擬小精靈，吸引大量市民出外並在公

園等公共地方聚集。然而，人群聚集會造成道路阻塞、留下大量垃圾，影響交通及

衛生。遊戲開發公司建議玩家不要進入警署、醫院或學校等地方捕捉小精靈，以免

對日常生活造成滋擾。 

28 上海迪士尼開幕 園內加入中國元素 

 全球第六個迪士尼主題樂園──上海迪士尼樂園於 6 月 16 日開幕。該樂園斥資 55

億美元，耗時 5 年興建，為全球最大迪士尼樂園。園內加入眾多中國元素，包括於

迪士尼城堡頂端，設計一朵在中國傳統中象徵富貴的金色牡丹花，並以「米奇大

街」取代過往迎賓大道「美國小鎮大街」。不過，樂園開幕首日有機動遊戲發生故

障需要維修，亦有遊客在園內遺下垃圾。 

 

29 三星 Note 7 爆炸事件 全球回收及停售 

 南韓三星電子公司（Samsung）智慧型手機 Galaxy Note 7 自 8 月發售以來，全

球發生多宗電池故障導致手機著火及爆炸事件。三星宣布全球停售、停換並永久

停止生產 Note 7，亦建議消費者暫停使用該款手機。惟本港三星對更換手機或退

款詳情未能即時作出處理，及安排混亂，消費者委員會收到過百宗有關 Note 7

投訴及求助個案。另外，全球多間航空公司均禁止乘客攜帶 Note 7 登機，及存

放於手提及寄艙行李。 

30 德國南部火車遇襲 傷者包括港人家庭 

 一名 17 歲阿富汗少年於 7 月 18 日晚上手持斧頭及利刀，在德國南部城市維爾茨

堡的一列火車車廂內襲擊乘客。過程中，兇徒大喊「真主偉大！」，其後被警方

開槍擊斃。伊斯蘭國（ISIS）就事件承認責任。事件造成至少 15 人受傷或受驚送

院，其中 4 名傷者來自一個香港家庭，當中 62 歲父親及女兒的 31 歲男友傷勢最

嚴重，二人曾一度昏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