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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 | A05 | 港聞  

 

中學生選十大新聞 兩岸國際佔七  

  

【本報港聞部報道】學友社訪問 118 所中學近七萬名中學生，選出過去一年的十

大新聞，結果台灣粉塵爆炸事故、本港食水含鉛風波以及極端組織「達伊沙」（前

稱「伊斯蘭國」）發布兩名日本人質斬首影片，被選位頭三位的新聞。學友社表

示，十大新聞中，兩岸及國際新聞佔了七則，反映學生關注新聞廣度提高，能涉

獵本地及國際新聞。 

初選過半為本地新聞 

學友社先從參與新聞初選的 30 所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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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出心目中的十大新聞，而 30 則候選

新聞中有 17 則本地新聞上榜，佔一半以上，反映中學生關注本地新聞事件，但

排名結果亦反映學生持續關注國際新聞，排名頭十位的新聞當中，除台灣粉塵爆

炸和「達伊沙」斬首人質外，其餘的兩岸及國際新聞亦包括天津大爆炸、美國同

性婚姻合法化、曼谷四面佛炸彈爆炸、韓國新沙士爆發及美國太空總署推斷火星

存有液態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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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政治新聞排名較後 

至於本地政治新聞排名較後，主要集中於第 20 至 30 位內，學友社解釋因不少新

聞事件如佔領行動一周年、反水貨客等也是過往數年本地政治新聞的延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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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又提醒學生，

現時接收新聞消息途徑廣泛，消息或未經核實，建議學生需從多角度思考及分析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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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匯報 | 2016-01-02  

報章 | A08 | 香港新聞  

 

中學生選年度大事 台粉塵爆居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不少人都趁年頭年尾回顧去年大事，學友社昨日就

公佈「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近 7 萬名中學生票選 30 則 2015

年新聞，最終台灣粉塵爆炸事件以約 4.6 萬票、66%的得票率成為中學生心目中

的「年度大事」。食水含鉛、伊斯蘭國處決日本人質及天津大爆炸，則依次成為

第二位至第四位的新聞。學友社分析指，過去 4 年每年 30 則候選新聞中，均有 

7 則至 10 則屬國際及兩岸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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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選舉於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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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票選結果顯示，國際及兩岸的新聞排名較前，

十大新聞中，僅得 3 則為本地新聞，分別是排第二位的食水含鉛風波、第七位

的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以及第八位的港鐵拒大型樂器入閘，其他均為國際、

內地、台灣、甚至外星新聞，包括第五位的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第六位的曼谷

四面佛炸彈爆炸、第九位的韓國新沙士爆發及第十位的火星或有液態水。 

突發現場震撼 學生印象更深 

對於今年中學生十大新聞以突發新聞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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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場的人都能夠即時拍攝，並發佈消息至不同

新聞網站或社交媒體平台，加上現場震撼的畫面，亦令學生對有關新聞留下更深

刻印象。本地政治新聞則主要集中在第二十位至第三十位之內，不少都是過往數



年本地政治新聞的延續，如第十四位的「佔領」一周年、第二十一位的「反水貨

客」等，反映中學生對本港政治新聞的事態發展持續關注。 

而隨着資訊海量湧現及迅速傳播，學友社建議中學生應多角度思考及分析新聞，

並以明辨慎思的精神，閱覽不同媒體的報道以掌握事實，加強閱讀新聞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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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 | A03 | 香港新聞  

 

中學生十大新聞 台粉塵爆炸居首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學友社昨日公布第 24 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

聞選舉」結果(見表)，排首位的是台灣樂園粉塵大爆炸事件，得票率逾六成半；

在十大新聞中，本地新聞只有 3 則上榜。學友社指，投票結果反映中學生較為關

注國際新聞，關注新聞的廣度有提高。他們又指，新聞資訊海量湧現及迅速傳播，

消息來源未必準確可靠，建議學生們應明辨慎思，閱覽不同媒體的報道以掌握事

實。 



食水含鉛事件排第 2 位 

第 24 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於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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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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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選出自己心目中的十大新聞。本年度排首位的新聞是「台灣樂園粉塵爆炸」，

得票率為 65.7%，排第 2 位的是「本港食水含鉛事件」，得票率為 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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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爆成中學生十大新聞之首  

  

世界各地去年發生多宗恐襲及慘劇，近七萬名學生票選學友社「十大新聞」，最

受關注的三甲依次為台灣粉塵意外、食水含鉛風波、伊斯蘭國處決日本人質；十

大新聞中，只有三宗本地新聞，震驚政界的建制派議員離場令政改方案遭否決，

僅排第二十八位。學友社分析政改方案延已久，重視程度被其他國際新聞掩蓋。 

學友社去年十一月中至十二月中，收集近七萬名中學生的選票，在三十則新聞中



選出「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見表）。去年六月台灣八仙水上樂園造成五百人

傷亡的粉塵爆炸事件，獲逾四萬五千名學生選為年度新聞之首。緊接的是獲逾四

萬票的食水含鉛風波；恐襲陰影籠罩全球，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網上發放日本人

質被斬首處決的片段，亦躋身三甲。 

鉛水風波佔第二位 

活動發言人麥穎欣認為，學生近年對國際新聞的關注度提升，與智能手機廣泛應

用有關，突發事件發生時，都有人拍攝並發布至新聞網站或社交媒體平台，震撼

的畫面令學生留下深刻印象。 

中華基金中學中五生鄺諾文認為，時下青年國際視野擴闊，明白全球化的影響，

粉塵意外中，不少年紀相若的人燒傷，觸動心靈。另一名學生鄭霈妍則指出本港

新聞中，她特別關心鉛水風波，因牽連甚廣，又質疑政府遲遲未解決事件。 

政治新聞理解需時  

綜觀三十宗候選新聞中，有六宗為本地政治新聞，政改投票時建制派「等埋發

叔」，拉隊離場僅排二十八位，中華基金中學許老師認為並非代表中學生不關心

政治，只是學生需更多時間消化政治新聞，未必很快明白政改；而學校通識教育

科亦會以國際新聞為教材，可能引起他們興趣。 記者 魏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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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 | A18 | 港聞 | 新聞精要  

 

中學生十大新聞 台塵爆居首  

  

  學友社公布「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台灣塵爆位列榜首，得票率

逾 6 成半，而本港鉛水事件及伊斯蘭國處決日本人質則排第二和第三。 

  十大新聞中，國際及兩岸新聞共佔 7 則，而本地新聞卻只佔 3 則，而其他本

地政治新聞排名更後。學友社表示，選舉結果反映中學生近期多涉獵國際及兩岸

新聞，視野有所擴闊。  

 

 

 

 

 

文章編號: 201601023079680  

返回主菜單 

 

本內容經慧科的電子服務提供。以上內容、商標和標記屬慧科、相關機構或版權擁有人所有，並保留一切權利。使用者提供的

任何內容由使用者自行負責，慧科不會對該等內容、版權許可或由此引起的任何損害 / 損失承擔責任。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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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 | A10 | 港聞  

 

中學生選 10大新聞 塵爆居首  

  



【本報訊】 學友社公布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當中七則都是兩岸國際

消息，中學生去年最關注的新聞是台灣粉塵爆炸意外，而上榜的本地新聞包括鉛

水風波、「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以及港鐵拒大型樂器入閘。學友社認為，

結果反映學生關注國際大事，社交媒體亦有助他們更快獲取海外消息。 

選舉於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舉行，由一百一十八間中學近七萬名學生投票，當中

台灣粉塵爆炸事故高踞第一位，得票率達六成半，第二和第三分別是本港食水含

鉛風波，以及伊斯蘭國處決兩名日本人質。除了鉛水風波，躋身十大的本地新聞

只有排第七的「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以及第八港鐵拒大型樂器入閘。 

智能電話助了解實況 

活動籌委會發言人吳柏源表示，結果反映中學生關注國際消息，而台灣粉塵爆炸

排第一，是因為事故造成眾多死傷，而且智能電話令目擊者可即時拍攝現場情

況，並上載至社交媒體，令突發新聞較易吸引中學生注意。 

鉛水風波是排名最高的本地新聞，中華基金中學中五學生鄭霈妍認為，食水含鉛

會影響孕婦和小孩健康，而且政府處理受影響住戶及驗水方式亦曾引起爭議，令

中學生較為關注。 

「叮噹」配音員林保全今日逝世一周年，中華基金中學中五學生鄺諾文說，不能

再聽到林保全的聲音感到可惜，至今難以忘懷，「叮噹係由細睇到大，對佢（林

保全）嘅配音耳熟能詳，好似陪住我哋一齊長大，依家覺得好唔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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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公報 | 2016-01-02  

報章 | A05 | 要聞  

 

中學生選新聞台粉塵爆居首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余穎貞報道：2015 年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昨日公布，台

灣粉塵爆炸居首，鉛水風波居次，伊斯蘭國斬殺人質列第三。本地新聞只佔三席，

除鉛水風波外，還有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港鐵拒大型樂器入閘。組織選舉的

學友社認為，結果反映中學生有國際視野，對本地政治議題持續關注。 

選舉於去年九至十二月進行，近七萬中學生參與投票。十大新聞中，國際及兩岸

新聞有七則，四則排名前五的分別是台灣樂園粉塵爆炸、伊斯蘭國發布斬殺日本

人質影片、天津大爆炸、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見附表）。 

參與選舉的鄺同學就將台灣樂園粉塵爆炸排於較前位置，她認為這宗意外導致近

500 人死傷，讓她十分傷感。她表示，國際及兩岸新聞排位靠前，反映年輕人對

其他國家和地區有「惻隱之心」。 

反映學生視野有所拓寬 

學友社認為，選舉結果反映中學生的視野有所拓寬。發言人稱，通識科目增進對

全球化的討論，加強中學生對國際新聞的關注。該社去年九月邀請全港中學提名

新聞事件，收集到 30 間中學建議的近 900 則新聞，從中選取得票最多的前 30

則作為候選，再邀請全港中學生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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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頭條日報 | 2016-01-02  

報章 | P17 | 港聞  

 

2015中學生十大新聞 首選台塵爆事故  

  

新年伊始，學友社昨公佈去年的「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結果，第一、二位

分別為台灣塵爆事故及本港鉛水風波，「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港鐵拒絕大

型樂器入閘亦晉身十大新聞。 

去年十一至十二月期間，近七萬名中學生投票選出十大年度新聞，台灣樂園粉塵

爆炸列首位，鉛水風波排行第二，成為排名最高的本地新聞，第三位為兩名日本

人質被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處決。中華基金中學中五學生鄭霈妍（左二）指，

食水含鉛影響健康，加上政府於事件的處理手法引起社會爭議，引起較多中學生

關注。 

  十大新聞還有「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港鐵拒絕大型樂器入閘兩則，其

餘七則為國際及兩岸新聞；學友社指，結果反映學生閱讀新聞的視野有所擴闊。

對於政改方案被否決只排列第二十八名，籌委會發言人麥穎欣（右）稱，政改爭

議持續幾年，中學生或被其他突發新聞吸引，並不代表政治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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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 | A19 | 港聞  

 

台粉塵爆炸事故 中學生最關注  

  

【本報訊】學友社公布全港中學生去年十大新聞選舉結果，當中七則都是兩岸國

際消息，中學生去年最關注的新聞是台灣粉塵爆炸意外，而上榜的本地新聞包括

鉛水風波、「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以及港鐵拒大型樂器入閘。學友社認為，

結果反映學生關注國際大事，社交媒體亦有助他們更快獲取海外消息。 

選舉於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舉行，由一百一十八間中學近七萬名學生投票，當中

台灣粉塵爆炸事故高踞第一位，得票率達六成半，第二和第三分別是本港食水含

鉛風波及伊斯蘭國處決兩名日本人質。除了鉛水風波，躋身十大的本地新聞只有

排第七的「叮噹」配音員林保全逝世，以及排第八的港鐵拒大型樂器入閘。 

社交媒體助掌握海外消息 

活動籌委會發言人吳柏源表示，結果反映中學生關注國際消息，而台灣粉塵爆炸

排榜首，是因為事故造成眾多死傷，而且智能電話令目擊者可即時拍攝現場情

況，並上載至社交媒體，令突發新聞較易吸引中學生注意。 

鉛水風波是排名最高的本地新聞，中華基金中學中五學生鄭霈妍認為，食水含鉛

會影響孕婦和小孩健康，而且政府處理受影響住戶及驗水方式亦曾引起爭議，令

中學生較為關注。 

「叮噹」配音員林保全今日逝世一周年，中華基金中學中五學生鄺諾文說，不能

再聽到林保全的聲音感到可惜，至今難以忘懷，「叮噹係由細睇到大，對佢（林

保全）嘅配音耳熟能詳，好似陪住我哋一齊長大，依家覺得好唔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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