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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的政治參與和意向、
價值觀與心理困擾」

調查研究結果

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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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

陳凱欣博士 副教授

許嘉瑩博士 博士後研究員

許瀚心小姐 項目經理

委託機構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研究時間

二零二零年一月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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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陳凱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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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9年6月起，因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而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 在持續的社會事件中，青年人以各種不同方式表達訴求和參與政治

• 在2019年6月9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間，警方共逮捕了8,981名示威者

• 1,707 被捕者年齡少過18歲 (包括1,602名中學生和8名小學生)

• 5,640 被捕者年齡介乎18-30歲

• 在各式各樣的行動背後，推動青年發揮動力和實踐政治參與的意向與價值觀
需要深入研究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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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 是在一段時期內，以集體力量用體制外的策略
和力量，推動與改變現有體制的一種政治行動

• 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推動了青年的政治參與和發展，因此青年的組織和動
員模式已超出了傳統政治參與的模式和限制

• 年青人當中大比數為大學生和中學生，他們積極參與社會示威活動往往源
於自身對於公民參與和公民身份責任的意識

政治參與



6

• 行動主義和激進主義政治意向 (Activism-Radicalism Intention Scale)

○ 行動主義意向 (Activism intention)

評估受訪者有多同意或反對合法和非暴力的政治行動

○ 激進主義意向 (Radicalism intention)

評估受訪者有多同意或反對違法和暴力的政治行動

政治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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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價值觀 (Basic values) 是個人判斷事物、做選擇時取捨的一套標準，常
被用作指導、說明和解釋個人取態、見解和行為動機的一套準則

• 價值觀與個人意向和行動有著重要的關係，無論是個人生活中，還是作為
公民的行為上，價值觀都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

• 有研究發現，個人對於基本價值觀的優次考慮尤其有助於解釋參與六種政
治行為的可能性，包括投票、義務助選、與民選代表接觸、參加示威、抵
制行動和簽署請願書 (Degolia, 2016)

價值觀與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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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價值觀在公民社會續漸形成，
社會的價值轉移使新世代從基本的物質需要中釋放出來，轉向追求一些超
越物質的價值，例如民主、自由、自我表達和城市可居住性等價值
（Inglehart, 2008）

• 隨着社會公民意識不斷提升，後物質價值的追求大大改變了政治意向的結
構 (Little, 2014)，尤其在非傳統政治行動上 (Dalton, 2006a; Norris, 2002) 、
以及各種形式的公民參與上，用行動為自己及社會帶來意義，並在精神上
獲得滿足感

價值觀與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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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年，涉及嚴重暴力場面和傷亡的大規模社會政治運動對個人的心理
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Lau et al., 2015) 而導致心理創傷 (PTSD) (Tremblay, 
Pedersen & Errazuriz, 2009; Lau et al., 2015)

• 在香港發生社會動蕩之後，有研究發現了相關的心理影響

• 在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抑鬱症患病率呈上升趨勢，而在2019-2020年
的社會運動期間，抑鬱症繼續上升至超過一成 (Ni et al., 2020b; Hou et 
al., 2015) 

• 同樣值得留意，社會自2014年起出現了青年自殺的趨勢 (CSPR, 2020)  

心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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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探討青年的
政治參與
和意向

探討價值觀
與青年政治參與
和意向的關係

探討青年的
心理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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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後

許嘉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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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青年的政治參與和意向，價值觀與心理困擾」網上問卷調查

• 採取便利抽樣方法，透過社交媒體、中學、大學和社區網絡等平台

• 採用有效的學術量表

• 通過香港大學研究操守委員會審批 (EA1910025)

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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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資格

• 年齡介乎15至25歲

• 能夠理解中文

• 未滿18歲的參與者須得到家長同意

• 每位合資格的參與者，在完成問卷後，會獲得$50現金券

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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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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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狀況 N (%)
全職學生 491 (68.9%)
全職工作 141 (19.8%)
兼職工作 36 (5.1%)
沒有工作 / 待業 24 (3.4%)
自由職業 11 (1.5%)
沒有表明 9 (1.3%)

宗教 N (%)
無宗教 436 (61.2%)
基督教 197 (27.7%)
天主教 35 (4.9%)
佛教 16 (2.2%)
傳統民間宗教 5 (0.7%)
道教 4 (0.6%)
回教 3 (0.4%)
沒有表明 16 (2.2%)

年齡 N (%)
15-17 134 (18.82%)
18-22 333 (46.77%)
23-25 245 (34.41%)

性別 N (%)
男 220 (30.9%)
女 492 (69.1%)

教育程度 N (%)
中一至中六 263 (36.9%)
文憑或以上 444 (62.4%)
沒有表明 5 (0.7%)

受訪者資料 (N =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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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婚姻狀況 N (%)
已婚 510 (71.6%)
離婚 / 分居 101 (14.2%)
同居 31 (4.4%)
再婚 5 (0.7%)
其中一位離世 55 (7.7%)
兩位已離世 4 (0.6%)
沒有表明 6 (0.8%)

居住狀況 N (%)
公屋 264 (37.1%)
自置物業 194 (27.2%)
居屋 115 (16.2%)
租住物業 90 (12.6%)
宿舍 25 (3.5%)
分間樓宇單位 (又稱劏房) 6 (0.8%)
沒有表明 18 (2.5%)

家庭月入 N (%)
沒有收入 35 (4.9%)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25 (3.5%)
< 港幣 10,000 36 (5.1%)
港幣 10,000-19,999 102 (14.3%)
港幣 20,000-29,999 99 (13.9%)
港幣 30,000-39,999 103 (14.5%)
港幣 40,000-49,999 54 (7.6%)
港幣 50,000-59,999 43 (6.0%)
港幣 60,000-69,999 34 (4.8%)
港幣 70,000-79,999 13 (1.8%)
港幣 80,000-89,999 17 (2.4%)
港幣 90,000-99,999 8 (1.1%)
>港幣 100,000 36 (5.1%)
不知道 107 (15.0%)

受訪者資料 (N =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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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區域
香港島 145 (20.4%)
九龍 229 (32.2%)
新界 330 (46.3%)
其他 8 (1.1%)

受訪者資料 (N =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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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在受訪前六個月參與政治的活動及程度

中學生受訪者 (n = 263) 大專生受訪者 (n = 444)
您從沒這麼

做過
人數(%)

您做過一次
至幾次
人數(%)

您做過為數
不少或很多次

人數(%)

您從沒這麼
做過

人數(%)

您做過一次
至幾次
人數(%)

您做過為數
不少或很多次

人數(%)

1. 參與有政黨背景的團體或機構 204 (77.6%) 45 (17.1%) 14 (5.3%) 324 (73.0%) 93(20.9%) 27 (6.1%)

2. 在請願信上簽名 102 (38.8%) 100 (38.1%) 61 (23.2%) 97 (21.8%) 164 (36.9%) 183 (41.3%)

3. 收集請願信簽名 207 (78.7%) 40 (15.2%) 16 (6.1%) 341 (76.8%) 71 (16.0%) 32 (7.2%)

4. 通過電話或郵件聯繫公職人員，就特定
議題發表看法

202 (76.8%) 44 (16.7%) 17 (6.4%) 317 (71.4%) 103 (23.2%) 24 (5.5%)

5. 參加遊行、集會或示威 111 (42.2%) 103 (39.2%) 49 (18.6%) 100 (22.5%) 153 (34.4%) 191 (43.0%)

6. 在選舉活動中提供協助 210 (79.8%) 42 (16.0%) 11 (4.2%) 310 (69.8%) 101 (22.7%) 33 (7.5%)

7. 參與有關於社會或政治議題的討論 86 (32.7%) 102 (38.8%) 75 (28.5%) 101 (22.7%) 165 (37.2%) 178 (40.1%)

8. 在社會或政治議題上提供專業意見及支援
（如法律、急救、心理輔導等）

204 (77.6%) 51 (19.4%) 8 (3.1%) 317 (71.4%) 96 (21.6%) 3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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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半年期間

• 約九成人參加一種或多種低風險的政治活動

• 68 人沒有參與這八類低風險的政治活動

• 響應式政治參與

• 參與有關於社會或政治議題的討論 (73.6%)

• 在請願信上簽名 (71.9%)

• 參加遊行、集會或示威 (70.2%)

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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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被問到有多支持採用「行動主義意向」及「激進主義意向」的政治行動
(1 分 = 非常反對；7 分= 非常同意)

• 行動主義意向 (合法和非暴力) ：平均分 = 4.66  

• 例如：「我會捐錢給一個為我的團體爭取政治和法律權利的組織」

• 激進主義意向 (違法和暴力) ：平均分 = 4.52 

• 例如：「即使該組織有時會犯法，我仍會繼續支持一個為我的團體爭取政
治和法律權利的組織」

政治意向



21

政治意向 - 行動主義意向

低程度行動主義意向
(5分以下)

高程度行動主義意向
(5分或以上)

非常反對 比較或有些
反對

不確實 比較或有些
同意

非常同意

我會加入/所屬於一個為我的團體爭取政治和
法律權利的組織。

50 

(7.0%)

89 

(12.5%)

229

(32.2%)

290

(40.7%)

54

(7.6%)

我會捐錢給一個為我的團體爭取政治和法律權利的組
織。

45

(6.3%)

65

(9.1%)

174

(24.4%)

356

(50.0%)

72

(10.1%)

我會義務幫一個為我的團體爭取政治和法律權利的組
織工作（例如寫請願信，分發傳單，招募人員等）。

54

(7.6%)

68

(9.6%)

224

(31.5%)

322

(45.2%)

44

(6.2%)

我願意蹣跚行走一個小時參加一次公開集會、
抗議或示威，以支持我的團隊。

44

(6.2%)

54

(7.6%)

118

(16.6%)

291

(40.9%)

205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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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向 - 激進主義意向

低程度激進主義意向
(5分以下)

高程度激進主義意向
(5分或以上)

非常反對 比較或有些
反對

不確實 比較或有些
同意

非常同意

即使該組織有時會犯法，我仍會繼續支持一個
為我的團體爭取政治和法律權利的組織。

66

(9.3%)

96

(13.5%)

172

(24.2%)

250

(35.1%)

128

(18.0%)

即使該組織有時會訴諸暴力，我仍會繼續支持一個
為我的團體爭取政治和法律權利的組織。

75

(10.5%)

93

(13.1%)

153

(21.5%)

272

(38.2%)

119

(16.7%)

我會參與示威活動以反抗我的團體遭到壓迫，
儘管我認為抗議有可能會轉為暴力。

67

(9.4%)

82

(11.5%)

172

(24.2%)

252

(35.4%)

139

(19.5%)

如果我看到警察或安全部隊毆打我的團隊成員，
我會進行反擊。

58

(8.1%)

86

(12.1%)

285

(40.0%)

208

(29.2%)

7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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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程度
行動主義意向

高程度
行動主義意向

低程度
激進主義意向

在外派
Dissociates

(n = 285, 40.0%)
(平均年齡 = 20.2歲)

行動派
Activists

(n = 111, 15.6%)
(平均年齡 = 20.3歲)

高程度
激進主義意向

激進派
Radicalists
(n = 63, 8.8%)

(平均年齡 = 21.7歲)

和勇派
Antagonists

(n = 253, 35.5%)
(平均年齡 = 21.0歲)

備註：低程度為5分以下；高程度為5分或以上

政治意向 (N =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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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派 行動派 激進派 和勇派

中學生受訪者 (N = 263) 128 
(48.7%)

48 
(18.3%)

13 
(4.9%)

74 
(28.1%)

大專生受訪者 (N = 444) 155 
(34.9%)

62 
(14.0%)

49 
(11.0%)

178 
(40.1%)

沒有表明 (N = 5) 2 
(40.0%)

1 
(20.0%)

1 
(20.0%)

1 
(20.0%)

整體受訪者(N = 712) 285 
(40.0%)

111 
(15.6%)

63 
(8.8%)

253 
(35.5%)

按不同教育程度劃分政治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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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大專生 > 中學生受訪者

• 成長及教育因素：有能力去掌握和理解政治議題，和思考政治對個人
的影響

• 日後進一步研究提升青年政治觸覺的因素

政治參與和意向

政治參與
(0-4分)

行動主義意向
(1-7分)

激進主義意向
(1-7分)

行動 X 激進主義意向

中學生受訪者 0.79 4.51 4.21 「在外派」及「行動派」

大專生受訪者 1.10 4.74 4.70 「激進派」及「和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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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和「集體價值」對受訪者的重要性

• 分數以量表價值觀項目量度
(Angvik and Von Borries, 1997)

• 量表分數表示
• 1分為「非常不重要」
• 5分為「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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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世價值：與人權有關 (整體平均分 = 4.29) 

• 最重要：言論自由 (平均分 = 4.54) 

• 最不重要：任何代價的和平 (平均分 = 4.01) 

• 集體價值：與地區族群身份、目標、福利有關 (整體平均分 = 3.17)

• 最重要：環保 (平均分 = 3.90) 

• 最不重要：我的國家 (平均分 = 2.59) 

• 普世價值 > 集體價值

「普世價值」和「集體價值」對受訪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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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價值觀」對受訪者的重要性

• 以Schwartz 價值觀調查
(Schwartz Value Survey) 
量度 (Schwartz, 1992)

• 量表分數表示
• 0分「與你的原則相反」
• 1分「對你不重要」
• 8分「對你至關重要」

自我提升 Self enhancement

• 權力（社會權力、權威、財富）

• 成就（成功、能力、雄心壯志、對人和事件的影響力）

追求變化 Openness to Change

• 享樂主義（滿足欲望、享受生活、自我放縱）

• 刺激（大膽、多變和具有挑戰性的生活、令人興奮的人生）

• 自我定向（創造力、自由、好奇心、獨立、選擇自己的目標）

自我超越 Self transcendence

• 普世性（心胸開闊包容、自然和藝術之美、社會正義、世界和平、平等、智慧、與自然和諧一體、環境保護）

• 仁義（幫助、誠實、寬恕、忠誠、責任心）

追求穩定 Conservation

• 傳統（尊重傳統、謙卑、接受自己人生所屬的位置、奉獻、謙虛）

• 遵從（服從、尊敬父母和長輩、自律、禮貌）

• 治安（國家治安、家庭安全、社會秩序、廉潔、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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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超越
• (平均分 = 5.78) >
• 自我提升
• (平均分 = 4.65)

「基本價值觀」對受訪者的重要性

• 以Schwartz 價值觀調查
(Schwartz Value Survey) 
量度 (Schwartz, 1992)

• 量表分數表示
• 0分「與你的原則相反」
• 1分「對你不重要」
• 8分「對你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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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為預測甚或推動行為的元素

重要性
• 普世價值
• 自我超越價值

政治參與度

重要性
• 追求穩定價值

政治參與度

價值觀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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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
追求變化
價值

自我提升
價值

自我超越
價值

價值觀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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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穩定
價值

價值觀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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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困擾 (壓力事件)：事件影響量表 (Impact of Event Scale)

受訪者被邀請填寫過去七天所經歷的壓力事件 N=703 (%)

學業或實習 257 (36.56%)

新冠肺炎或訂購口罩 109 (15.50%)

工作 80 (11.38%)

社會事件或政局 62 (8.82%)

其他人際關係或結婚 49 (6.97%)

家庭 39 (5.55%)

未來或人生 16 (2.28%)

經濟 13 (1.85%)

健康 9 (1.28%)

多於一個壓力事件 69 (9.82%)



34

心理困擾 (壓力事件)：事件影響量表 (Impact of Event Scale)

• 創傷後侵入性思想 (Intrusion)

• 例如： 「關於那件事的影象在我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來」

「其他事情不停地令我想起那件事」

• 0分 = 完全沒有；4分 = 極度

• 社會事件或政局 (平均分 = 2.18) > 學業或實習 (平均分 = 1.59)

> 新冠肺炎或訂購口罩 (平均分 = 1.58)

> 工作 (平均分 =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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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困擾 (壓力事件)：事件影響量表 (Impact of Event Scale)

• 創傷後過敏性反應 (Hyperarousal)

• 例如： 「我神經過敏及容易被嚇得跳起來」

「我覺得自己警覺性很⾼，處處提防」

• 0分 = 完全沒有；4分 = 極度

• 社會事件或政局 (平均分 = 1.81) > 學業或實習 (平均分 = 1.27)

> 工作 (平均分 = 1.19)

• 增加壓力、焦慮和抑鬱的風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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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過專上或以上教育的和就讀中學的受訪者的心理困擾程度差不多

抑鬱 焦慮 壓力

正常 293 (41.2%) 286 (40.2%) 356 (50%)

輕微 104 (14.6%) 77 (10.8%) 138 (19.4%)

中度 163 (22.9%) 171 (24.0%) 129 (18.1%)

嚴重 87 (12.2%) 68 (9.6%) 71 (10%)

極度嚴重 65 (9.1%) 110 (15.4%) 18 (2.5%)

抑鬱、焦慮和壓力量表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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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基準數字 (Zanon et al., 2020)
抑鬱a 焦慮a 壓力a

巴西 (n=275) 1.72 1.44 2.11

加拿大 (n=304) 1.60 1.46 1.79

香港 (n=341) 1.76 1.65 1.96

香港 (本研究，n=712b) 1.93 1.74 2.07

羅馬尼亞 (n=226) 1.81 1.67 2.15

台灣 (n=271) 1.57 1.63 2.07

土耳其 (n=332) 1.63 1.70 2.19

阿聯酋 (n=417) 1.89 1.78 2.12

美國 (n=414) 1.63 1.56 1.89

備註. a量表最低分數為1分 ; 量表最高分數為4分. b當中有263位中一至中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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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涵義及建議

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陳凱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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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普世價值 (人權) > 集體 (地區族群身份 / 目標 / 福利) 

II. 自我超越價值 > 自我提升價值

III. 透過響應或支持政治活動去實現這些價值觀 (Degolia, 2016)

• 普世價值

• 自我超越價值

價值觀對政治參與和意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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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風險因子：過敏性反應

• 在創傷壓力事件過後，持續影響

ii. 社會事件或政局是重要壓力源頭

• 當價值觀受到具體或潛在的衝擊，當事人會有很強烈的情緒反應
(Larsen & Ketelaar, 1991)

心理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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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青年們參與各種政治行動背後，與他們的價值觀有密切關係。

認識和了解這些價值觀對於政策的制定與政治發展至關重要。

研究涵義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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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推動社會進步過程中，社會可為青年尋求及建立不同參與決策的

機會

• 在鼓勵年青人通過合法途徑實踐政治的參與的同時，社會應以開

放的角度和態度，聆聽及接納青年人的建議訴求

• 建立正常渠道，讓青年人參與社會及政治事務和展現青年領導才

能，其先決條件是向青年及青年所領導的組織提供適當的機會、

有利的環境，以及以實證為基礎的方案和政策

研究涵義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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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青年受訪者正受困於社會政治問題和壓力事件所引發的創傷困擾。

對於患有嚴重至極度嚴重抑鬱和焦慮徵狀的青年，我們建議建立相

關平台，為他們提供情緒支援，並且從社交網絡的途徑提供臨床支

援服務

研究涵義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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