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屆全港中學生
十大新聞選舉 ── 總選候選新聞
澳洲山火連燒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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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原生動物存亡

從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5 月，在澳洲新南威士州、維多利亞州、南澳大利亞州等地發生嚴重山火。創紀錄的高溫、
持續的乾旱和強風共同造成了災難性的火災，三十多人喪命，6 人失蹤，1,200 萬公頃土地燒毀，10 億原生動物死亡。
而其中尤以生態影響最為嚴重，一些瀕危物種如樹熊因此亦瀕臨滅絕危機。

壹傳媒黎智英及高層被捕 涉違港區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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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黎智英等七名高層於 8 月中旬被捕，當中包括黎兩名兒子。他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內的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煽動及串謀欺詐等罪。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和逾 200 名警員進入壹傳媒大樓搜查多個小時及搬走
多箱證物。

特首引緊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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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為降低因聚集而互相傳染的風險，特首林鄭月娥 7 月 31 日宣布引用《緊急法》，押後立法會
選舉至明年 9 月 5 日舉行。今年「真空期」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延長現屆全體議員任期至少一年，即現屆議員繼續
留任。特首亦表示未來一年將會爭取處理選舉安排，縱使明年疫情持續亦不需要押後選舉。

加州山火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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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延期一年

數十萬居民被逼疏散

今年 8 月，雷暴引發美國加州數十場大火。受強風和高溫天氣影響，山火持續多月，更蔓延至鄰近俄勒岡州和華盛頓州。
山火摧毀大片森林房屋，部分歷史性建築亦遭焚毀，最少 31 人喪命。加州多縣進入緊急狀態，電力供應被截斷，數十
萬居民被逼疏散。總統特朗普 8 月中宣布加州發生重大自然災難，為滅火工作提供援助。

特朗普確診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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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於美國肆虐，約一千萬美國人民確診，約二十萬人因病毒逝世。美國總統特朗普於 10 月初在社交網站推特上
宣布，他與第一夫人梅拉尼婭經檢測後證實確診，需接受隔離治療，服用試驗的新冠病毒抗體藥物。治療期間病況惹來
眾多揣測，備受外界關注。其後他於 10 月中旬檢測結果連續數天呈陰性後回到白宮工作。

新冠肺炎爆發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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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罷工提五大訴求

因 1 月初開始出現懷疑新型冠狀病毒本地個案，「醫管局員工陣線」於 2 月一連五天於醫院管理局總部大樓集會罷工，
促請當局回應五大訴求以保障工作安全，包括禁止任何旅客經由中國入境，呼籲全港市民戴口罩等。雖罷工人數一度超
過七千人，但由於大多數投票醫護表示不支持延長罷工，罷工在部分訴求未獲回應下暫停。

美媒宣告拜登勝出
7

健康備受外界關注

特朗普拒認落敗

美國總統大選於 11 月 3 日舉行，今屆大選由於新冠肺炎肆虐，為了避免人群聚集，許多選民提前以郵寄方式投票。兩
名候選人在搖擺州份選情激烈，隨着州份陸續完成點票，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被美國主流媒體認為已經獲勝。共和黨
候選人特朗普則拒絕承認敗選，聲稱郵寄選票造成廣泛的舞弊行為，打算採取法律行動。

香港政府推普及社區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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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普及社區檢測計劃」。計劃於 9 月初進行，為期 14 日，期望能有助盡量和盡早識別新冠肺炎社區
隱形患者及切斷社區傳播鏈。政府於各區設立超過一百個社區檢測中心，在中國政府派出醫療專家團隊的支援下進行。
整個計劃耗資 5.3 億港元，累計合共為約 178 萬個樣本進行檢測，當中 32 宗為新確診個案。

為免受中共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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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禁用抖音微信

美國商務部宣布於 9 月中起禁止下載及境內禁用中國應用程式微信和抖音，應用程式平台亦不允許提供資料更新，微信
亦不允許在境內進行轉賬交易或付款。但商務部未有禁止美國公司在境外使用微信進行業務和禁止程式所屬公司在美進
行交易。分析指此舉主要打擊中國惡意收集美國公民個人數據，故禁用令僅限境內，惟不會懲罰民眾在美國使用抖音或
微信。

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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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178 萬人參與

多國表關注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6 月 30 日，以全票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並納入《基
本法》附件三，港府同日晚上 11 時刊憲及生效。法例訂明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及勾結外國或
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最高刑罰可判處終身監禁。條例生效後，多個政治組織宣布解散及即時停止運作。歐美多
國表示關注。

鳴謝：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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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歷史科侵華試題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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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文憑試歷史科，有試題要求考生評論是否同意「1900-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指此題引用的資料片面，具引導性，考生可能因而達至偏頗的結論，及傷害在日本侵華中受到苦難國民的感情和尊嚴，
要求考評局取消試題。最終考評局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取消題目，有關題目的分數，將按考生在試卷中其他題目的
表現估算。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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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人數逾百萬

2019 年 12 月底，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經專家組確認，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1 月中，北京、上海等地相繼
出現確診個案後，全國有多宗感染及死亡個案，而香港於同月錄得首宗確診病例。疫情迅速擴散至全球過百國家地區，
確診人數飆升，多國政府實施禁令控制疫情。世界衞生組織於 3 月 11 日宣布「全球大流行」，現時全球已超過五千萬
宗確診及逾百萬人死亡。

學校停課文憑試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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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人死四千人傷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口倉庫區，在 8 月初發生猛烈爆炸，逾 135 人死，超過 4000 人受傷，30 萬人無家可歸及過百名
失蹤者，消息震驚全球。安全總局表示，爆炸可能由充公得來的 2700 噸高爆炸性物料硝酸銨引起，物料據報保存達 6
年且沒有採取任何安全措施。大爆炸加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導致國家陷入經濟及管治危機，並引發十年來當地最大規
模反政府示威浪潮。

安倍晉三因病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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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義偉接任日本首相

日本史上在任時間最長的首相安倍晉三 8 月底宣布，因潰瘍性大腸炎病情惡化而辭任首相。自民黨於 9 月中旬舉行總裁
選舉，原安倍內閣地位僅次首相、擔任內閣官房長官的菅義偉共拿下 288 張國會議員票，以 73%得票率高票獲勝，成
為日本第 99 任首相。外界視菅會繼續延續安倍路線。

中印爆邊境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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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年來首現傷亡

中印邊境接壤地區存在長期領土爭議。5 月初開始，兩軍在爭議地區拉達克發生對峙。6 月在加勒萬河谷一帶爆發流血
衝突，造成印方 20 死 76 傷，中方有傷亡但未公開數字。是 1962 年兩國爆發戰爭以來，第一次造成士兵傷亡的衝突。
雙方隨後互指對方軍隊越界作業觸發衝突，緊張局勢一度升溫。經多輪軍長級會談和外交會談，中印同意合作緩解緊張
局勢，但仍未結束對峙。

香港旅遊業陷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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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大規模裁員節流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出入境陷停頓，重挫香港旅遊業、酒店業及航空業。9 月訪港旅客僅九千人次，整體按年下跌
達 99.7%。國泰航空於 10 月裁減約 8,500 個職位，香港被裁員工約 5,300 人，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裁員。而 35
年歷史的國泰港龍航空更即日停運。雖香港與新加坡將於 11 月推出「航空旅遊氣泡」
，但業界仍憂慮出現大規模倒閉潮
及裁員潮。

蔡英文連任台灣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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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遭罷免

6 月 6 日，台灣高雄市通過罷免上任僅一年半的韓國瑜，同意票為 939,090 票，比門檻多出近 37 萬票，韓上任不到半
年即「請假」參選 2020 總統，引起選民不滿，成台灣首名被成功罷免的公職人員及市長。韓於 6 月 12 日解除市長職
務，4 年內不得再選高雄市長。韓於當日發表感言，表示為無法達成的工作感到遺憾，並斥責民進黨買通傳媒和網軍抹
黑。

黎巴嫩驚天巨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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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濟受打擊

新冠肺炎疫情於全球爆發，加拿大、澳洲和英國奧委會於 3 月表示不會派隊參加東京奧運會。國際奧委會與日本政府在
各方壓力下，宣布原定 7 月 24 日開幕的東京奧運及殘奧運動會，延期至 2021 年夏季，但仍保留「東京 2020」的名稱。
日本政府、贊助商及當地旅遊業界早已花費投資迎接奧運，延期直接打擊日本經濟。

上任半年請假選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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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授課替代面授課堂

為減少新冠疫情傳播，全港學校由 2 月初開始停課，至 5 月底才復課，由於第三波疫情 7 月初爆發，學校亦提早放暑
假，而新一學年亦分階段於 9 月下旬恢復面授課堂並實行半日上課。面授課堂未恢復期間，學校改以網上授課形式，支
援學生在家學習。因應疫情不穏，文憑試亦延期開考並取消中、英文科口試。考評局亦修訂明年文憑試延至 4 月尾舉行，
並精簡多個科目評核要求。

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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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局取消試題

創史上最高得票

台灣總統大選於 1 月 11 日舉行。以現任總統身份競逐的民進黨籍候選人蔡英文，取得逾 817 萬票，擊敗國民黨候選人
韓國瑜和親民黨候選人宋楚瑜順利連任，創下台灣民選總統最高得票紀錄。她在勝選宣言中，籲陸方正視台灣人民的選
擇，並提出「和平、對等、民主、對話」八字，強調是兩岸良性互動的關鍵。

鳴謝：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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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非裔男遭警壓頸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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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

美國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喬治佛洛伊德於 5 月因涉嫌使用偽鈔，逮捕期間被白人警察壓制，以膝蓋壓頸八分多鐘致窒息
死亡。事件透過社交媒體傳開，種族歧視問題引發全國百多個城市示威，部分城市演變成騷亂，超過二十多個城市實施
宵禁。全球各地皆有民眾上街遊行，「Black Lives Matter」成為非裔平權運動及反種族歧視的示威口號。

黑豹查特域克保斯曼患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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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超级英雄電影《黑豹》演繹國王鐵查拉的男主角查特域克保斯曼於 8 月在洛杉磯住所因結腸癌病逝，終年 43 歲。
他早在 2016 年已被診斷患上結腸癌第三期。《黑豹》為第一部獲奥斯卡提名最佳影片之超级英雄電影，然而其系列電
影《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續集成了查特域克保斯曼的告別作。

陳同佳未赴台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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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年 43 歲

港台投案形式存爭拗

陳同佳台灣殺害女友潘曉穎逃回香港，19 年 10 月洗黑錢罪刑滿出獄曾承諾赴台自首，惟事隔一年仍未動身，至今仍居
警方安全屋。兩地政府亦就陳投案形式等問題爭拗。台方指陳是通緝犯，不能自由行入境，已設單一聯繫窗口供陳申請
簽證，港府指兩地無司法互助安排，不會向台提供任何證據，稱陳已回復自由身，無法律基礎採取其他行動。潘母曾發
公開信，促陳兌現承諾。

12 港人涉偷越國(邊)境罪 外界關注人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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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警 8 月在香港東南方海域查獲一艘涉嫌非法越境快艇，據指船上有 12 名計劃逃到台灣、曾參與「反送中」運動
涉及刑事案件的香港青年。中國外交部指他們涉嫌偷越國家邊境犯罪，已被公安局依法採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外界人
士關注該批港人的人權問題，包括拘捕是否合理及能否得到公平審訊等。

美國宣布退出世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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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於 7 月初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並將於明年 7 月 6 日生效。特朗普指責世衛處理新冠肺炎手法不當，
並未就疫情問題追究中國責任，在病毒問題上「誤導世界」。因此決定與世衛終止關係，永久停止資助，並將資金轉而
用於其他衛生組織。同為總統候選人的喬·拜登同日於推特表示，如果成功當選會撤銷特朗普的決定，重新加入。

一代球星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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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比拜仁墜機亡

美國 NBA 傳奇球星高比拜仁 1 月底加州乘私人直升機時墜機身亡，終年 41 歲。機內 9 人全數罹難，包括 13 歲女兒。
當地報導指事發時天氣狀況太差導致直升機在山區失事墜毀。高比拜仁生前效力洛杉磯湖人 20 年，協助球隊 5 奪 NBA
總冠軍，2016 年退役。其死訊震驚全球，昔日對手、隊友及各界名人均在社交平台發文悼念。

新冠疫情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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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 76 日

為遏制新冠疫情擴散，武漢於 1 月 23 日上午 10 時起封城，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沒有特
殊原因，市民不得離開武漢。世衛組織稱，這樣封鎖一座 1,100 萬人口的大城市，在公共衛生史上「前所未有」。直至
4 月 8 日，湖北省疫情受控，武漢宣布解除長達 76 天的全面封鎖，恢復對外交通。

小學教師涉散播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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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稱如當選會重新加入

被永久註銷教師資格

9 月下旬，教育局首次以「專業失德」為由，取消一名任教九龍塘宣道小學教師的註冊，指該名教師涉嫌於小五「生活
教育課」的校本教案、教學材料和工作紙中，
「有計劃地散播港獨」訊息，內容談及「港獨」和「言論自由」
。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其後強調不容許港獨及違法意識滲入教育。該名教師於 10 月正式提出上訴。

美財政部因應港區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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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 8 月宣布，因應香港於 7 月實施港區國安法，制裁 11 名中港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香港中聯辦主任兼
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駱惠寧等。美國財政部強調，美國會站在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一方；香港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回應，
指對於美方的制裁及對港區國安法的控訴表達強烈不滿。

泰國示威運動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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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 11 名中港官員

示威者提三大訴求

泰國「未來前進黨」黨魁他納通被檢舉違法，憲法法院 2 月裁定解散政黨，全國多間學校爆發示威。期後因新冠疫情停
課而暫停。6 月起，由於民主人士被不明人士綁架以及對政府防止境外輸入的防疫措施不滿，觸發民眾再發起連場示威，
並提出三大訴求，包括解散國會、停止打壓異議人士和修正軍方制定的憲法。泰國政府 10 月曾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禁
止大型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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