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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結果分析 

 

發表日期：2018 年 1 月 1 日 

 

是屆學友社「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於 2017 年 11 月 13 日至 12 月 20 日進行，共收

回 137 所中學的選票，有效投票學生人數達 74,472 名。學友社先從參與新聞初選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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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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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十大新聞。 

 

總結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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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半十大新聞屬突發新聞 震撼畫面加深印象 

在本年度十大新聞當中，有 7 則涉及天災、意外、恐怖襲擊等突發事件的新聞。當中包括

「強颱風『天鴿』吹襲粵港澳 澳門災情嚴重」（第二位，得票 37,402，得票率 50.22%）、

「海洋公園鬼屋致命意外 調查指與機件無關」（第三位，得票 35,808，得票率 48.08%）、

「電腦勒索軟件 WannaCry 迅速蔓延 多國電腦大規模感染」（第四位，得票 34,154，

得票率 45.86%）、「港鐵縱火案 1 死 18 傷 公共交通危機應變措施惹關注」（第五位，

得票 33,981，得票率 45.63%）、「拉斯維加斯賭城槍擊案 美國史上死傷最嚴重」（第

六位，得票 31,323，得票率 42.06%）、「英國再遇恐襲 美國女歌手曼徹斯特演唱會發

生爆炸 22 死」（第八位，得票 27,995，得票率 37.59%）及「朗豪坊扶手電梯溜後 18 人

傷 機電署檢控承辦商」（第九位，得票 26,755，得票率 35.93%）。 

 

值得一提，這些突發事件除了較罕見，當中部份事件涉及的傷亡數字較多，或受影響範圍

較廣外，事件的大量片段亦在不同社交媒體平台轉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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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新聞佔候選新聞過半，但排名較後 

本年度十大新聞中，兩則新聞屬政治新聞，分別是「林鄭月娥成首位女特首 票數最高民

望落後」（第一位，38,148 票，得票率 51.22%）及「北韓導彈飛越日本領空 國際社會

籲加強制裁」（第七位，28,937 票，得票率 38.86%）。本年度三十則候選新聞當中，16

則屬政治新聞，與上屆選舉的情況（15 則候選新聞屬政治新聞）相若。那 16 則政治新聞

中，6 則屬國際政治新聞、9 則屬香港政治新聞及 1 則屬兩岸政治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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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獲選十大新聞中，只有兩則新聞屬政治新聞，分別是「林鄭月娥成首位女特首 票數

最高民望落後」（第一位，38,148 票，得票率 51.22%）及「北韓導彈飛越日本領空 國

際社會籲加強制裁」（第七位，28,937 票，得票率 38.86%），較上屆（五則）為少。值

得注意是，其他政治新聞的排名也較後。除了「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公布 建議西九龍總站

設『內地口岸區』」（第十二位，24,705 票，得票率 33.17%）、「金正男被殺疑金正恩

指使 北韓否認」（第十三位，24,197 票，得票率 32.49%）及「國歌法通過 港府表明

會跟隨立法」（第十四位，23,709 票，得票率 31.84%）外，其餘政治新聞（共 11 則）

的排名都在第十五位以下。 

 

學生持續跟進本地政治事態的發展及中港矛盾的議題 

雖然本地政治新聞排名較後，但當分析有關議題的性質時，本社留意到不少新聞皆屬本地

具爭議，並跨越數年的政治議題。部份議題涉及中港矛盾，如︰「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公布 

建議西九龍總站設『內地口岸區』」（第十二位，24,705 票，得票率 33.17%）、「國歌

法通過 港府表明會跟隨立法」（第十四位，23,709 票，得票率 31.84%）、「『港獨』

橫額懸掛 十間大學校長發聲明反港獨」（第十八位，21,635 票，得票率 29.05%）、「宣

誓方式不符合規定 多名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第二十位，20,739 票，得票率 27.85%）

等。由於這些政治新聞事件涉及時間較長，故延伸出不同焦點。這些議題被納入今年 30

則候選新聞之內，反映中學生持續關注本港重要政治議題，特別是中港關係的發展。 

 

值得留意的是，在三十則新聞中，涉及中國政治新聞僅有「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病逝 

終未能親身領獎」（第十七位，22,509 票，得票率 30.22%），兩岸的新聞較少。一些在

本地報章不斷報導的中國政治新聞，如十九大會議、雄安新區的成立等新聞也不在三十則

候選新聞之內。這反映中學生傾向關注涉及中港關係的中國政治新聞。 

 

網絡新媒體的湧現 學生應注意新聞資訊的真確性 

現今網絡媒體發達，越來越多學生從網絡上獲取新聞資訊。以本屆十大新聞為例，學生除

了透過傳統媒體獲悉「天鴿」風災、港鐵縱火案、拉斯維加斯賭城槍擊案等突發事件，也

從現場人士即時拍攝及上載到社交媒體平台的影片，「感同身受」地了解事件的現場情況，

加深他們對這些突發事件的印象。由此可見，中學生接收新聞資訊的途徑不再限於傳統主

流媒體，他們甚至透過網絡和社交媒體平台等新媒體更迅速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資

訊。雖然新媒體帶來方便及快捷，增加資訊量；但網絡亦同時充斥着大量虛假或不準確客

觀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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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假新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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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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總選結果 

總投票人數：74,472 

 

排名 新聞標題 票數 得票率 

1 林鄭月娥成首位女特首 票數最高民望落後 38148 51.22% 

2 強颱風「天鴿」吹襲粵港澳 澳門災情嚴重 37402 50.22% 

3 海洋公園鬼屋致命意外 調查指與機件無關 35808 48.08% 

4 電腦勒索軟件 WannaCry 迅速蔓延 多國電腦大規模感染 34154 45.86% 

5 港鐵縱火案 1 死 18 傷 公共交通危機應變措施惹關注 33981 45.63% 

6 拉斯維加斯賭城槍擊案 美國史上死傷最嚴重 31323 42.06% 

7 北韓導彈飛越日本領空 國際社會籲加強制裁 28937 38.86% 

8 英國再遇恐襲 美國女歌手曼徹斯特演唱會發生爆炸 22 死 27995 37.59% 

9 朗豪坊扶手電梯溜後 18 人傷 機電署檢控承辦商 26755 35.93% 

10 小三 TSA 改良為 BCA 教育局續檢討成效 26702 35.86% 

11 聯合醫院開漏藥 兩度換肝病人鄧桂思離世 25112 33.72% 

12 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公布 建議西九龍總站設「內地口岸區」 24705 33.17% 

13 金正男被殺疑金正恩指使 北韓否認 24197 32.49% 

14 國歌法通過 港府表明會跟隨立法 23709 31.84% 

15 險勝日本拳手河野公平 曹星如取得 22 連勝 23239 31.21% 

16 城巴深水埗剷上行人路釀 3 死 涉事車長連日超時工作 23004 30.89% 

17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病逝 終未能親身領獎 22509 30.22% 

18 「港獨」橫額懸掛 十間大學校長發聲明反港獨 21635 29.05% 

19 屯門興德學校涉管理問題 校長遭教育局罷免 21146 28.39% 

20 宣誓方式不符合規定 多名立法會議員喪失資格 20739 27.85% 

21 退出《巴黎協定》 各國譴責美國決定 20309 27.27% 

22 首位最高級政府官員判囚 曾蔭權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 19198 25.78% 

23 強調美國優先 特朗普就任總統遇示威 18991 25.50% 

24 聯合航空機位超賣 強拖亞裔客落機惹爭議 16975 22.79% 

25 蔡若蓮長子身亡 教大民主牆現冒犯言論 16042 21.54% 

26 學運三子改判入獄 判詞批評違法達義影響年輕人 15442 20.74% 

27 毆打曾健超罪成判囚兩年 七警申請保釋上訴 15281 20.52% 

28 英國啟動脫歐程序 分手費成談判難題 13385 17.97% 

29 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 以建立市民置業階梯為重 13121 17.62% 

30 加泰羅尼亞自治區公投獨立 西班牙政府拒承認 11383 1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