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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青年備註》的概念來自美國聯邦儲備局俗稱《褐皮書》（Beige Book）並概述地區當前

經濟狀況的報告，其價值在於提供經濟變化的實時證據，當中許多資料經由訪談而來。

現時坊間有不少以青年為研究對象的調查，取得各式各樣的量化數據，然而它們只能告訴

讀者有多少青年支持或反對某個觀點，卻沒辦法解釋他們為甚麼有這些看法。

《青年備註》（Youth Beige）的出版嘗試彌補這個不足，記錄青年的不同看法和感受，

為數據提供背景內容，提醒青年工作持份者每組數字背後是鮮活的生命，包含了不同的

經歷；同時為社會各界在討論不同政策時提供青年註腳。

《青年備註》的内容根據與在學或在職青年的深度訪談，整合他們對社交活動、公民

參與、身心健康、教育，以及就業和財務等議題的看法。出版這份雙月刊之目的並非以數據

反映整體青年情況，而是將受訪者的真實個人點滴，人性化和生活化地呈現出來，讓青年

工作持份者更深入了解他們。透過這些生活分享，我們希望能夠打破社會對青年的固有

印象，讓大家從青年的視角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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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國安法》去年7月實施以來，各行各業都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響，當中傳媒、社福、教育等工種更是首當

其衝。MWYO青年辦公室於7月12日至8月9日期間

特意訪問了18位來自這些界別的大學生或青年從業員，

了解《國安法》為他們日常生活、工作和未來規劃帶來

甚麼改變，聆聽他們認為自己所屬行業在新法例下

何去何從。

公民參與
社會風氣影響青年公民參與意欲
過去一年間，社會風氣的改變令不少受訪者在考慮

是否參與遊行和集會時態度更趨審慎。一位大學生

直言未來不打算參加任何和公民社會相關的活動，

他特別指出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任何的遊行和集會

都讓人擔心會觸碰到紅線，感覺「不太安全」。

另一位新聞界工作者亦預期參與遊行或集會的人數

將會大幅減少，出席未經准許的活動而被捕的機會也

將大大提高。在此前提下，他更傾向參與如讀書會

和放映會等規模較小、在私人地方進行的活動。

也有青年表示未來會繼續參加遊行和集會，但會

留意活動是否已取得不反對通知書和關注現場情況

發展，保護自身安全。

一名大學生以「七一遊行」為例，指出過去一段

時間社會的自由度有所下降。他認為過往警方和

政府對這類活動並不會有太多干涉，近年卻屢次

禁止，這種做法無疑削弱了市民發出反對聲音的

空間。另一位社福界工作者亦批評政府過去一年的

行為影響了市民的信心，讓不少香港人覺得自己的

生活方式不再受到保障，導致社會瀰漫着恐懼和

對制度的不信任。

今年12月將舉行選舉制度改革後的第一場立法會

選舉，不少受訪青年都表示要視乎有沒有心儀的

候選人才決定會否投票。一位在職青年明言如果

所有候選人都只是代表某一立場，將不會投票。有

學生則提到近年不少民選代表或候選人被DQ (取消

資格），令他覺得即使投票也未能選出自己心儀的

候選人，投票意欲較以往下降很多。然而，亦有

何 去
       何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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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認為近年香港的政治參與空間不斷減少，投票

是少數尚餘的表達途徑，因此如果可能都會儘量

投票。一位傳媒工作者則強調投票是公民責任的

一部分，因此無論社會環境如何他都會投票。

香港出現「本土恐怖主義」？
有受訪者指出《國安法》實施後社會變得更加

安全，示威活動也基本上不會出現街頭暴力和帶有

港獨意義的口號。一位為人父母的受訪者也說過去

一年社會的秩序相對平穩，自己也放心帶着小孩

外出。

但亦有不少受訪青年認為去年以來社會環境轉差。

對於近期有聲音認為香港已出現「本土恐怖主義」的

苗頭，受訪青年大都傾向不認同這種說法。有大專

學生指出儘管7月初曾發生針對警方的暴力事件，

但這僅是單一個案，未見有其他人仿效，因此說其

是「本土恐怖主義」似乎有所誇大。另一位新聞界

工作者亦認為「刺警案」比起恐怖活動更像是襲擊者

個人對社會的控訴。儘管不少受訪者對「香港出現

本土恐怖主義」這說法有保留，但有教育界人士

指出 7月的襲擊案已非常接近恐怖主義中常見的

自殺式襲擊。一位受訪者則提到近日警方接連破獲

與爆炸品相關的案件，認為除了孤狼式襲擊外，

其他形式的恐怖襲擊亦值得注意。但他強調即使

香港出現恐怖主義，參與者也只會是極少數人。

如果出現「本土恐怖主義」，大部分受訪青年均指

自己所工作的機構並沒有特地設立相關處理機制。

有社福界工作者所服務的機構曾收到恐嚇信件，在

此後便一直與警方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因此如果

遇到其他威脅時也會向其求助。另一位新聞界工作者

則指如果收到消息有人想對機構或職員不利，公司

會要求保安加強查問訪客身份，甚至請求警方在

辦公室樓下駐守。

讓 人 擔 心 會 觸 碰 到 紅 線
感 覺 「 不 太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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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面對社會氣氛低迷，青年學會自我
調劑
近年有研究指出，香港人的負面情緒受社會事件

影響而有所增加，大部分受訪者對此深有同感。以

一位新聞界工作者為例，他有不少朋友和同學都受

《蘋果日報》結業影響，除了替他們擔心外，亦

憂慮自己工作的穩定性，心情大受影響。一位修讀

社會工作學系的大學生則批評政府自2019年起逐步

收緊對市民的限制，加重了他的無力感，而接二

連三發生的社會事件也令他沒有時間平復心情，

陷入負面情緒的漩渦。

面對這些負面情緒，有青年選擇減少瀏覽新聞，

有的則透過運動和工作分散注意力。一位在職青年

認為學會「放下手機」是緩解負面情緒的好方法，

此外他也會儘量留出屬於自己的「Me Time」或與

身邊人的優質時間。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一年的社會

事件並沒有為所有青年的情緒帶來負面影響。有

受訪者便指出社會事件與他的日常生活關係有限，

不會因此而感到情緒困擾。另一位青年則樂見破壞

社會秩序的人受到懲罰，證明有關部門會依法

行事。

教育
《國安法》改變日常校園生活
過去一年間教育界經歷了不少改變，要適應無論對

學生還是從業員來說都是一種挑戰。以一位大專學生

為例，他留意到教授在政治課堂上的言論比以往變得

更謹慎，在談及敏感話題時亦會強調對話僅是學術上

的討論，並不代表班上任何人的個人立場。一位

教育工作者也承認自己過去一年在選取教材時加倍

小心，避免涉及一些政治敏感的議題。此外，他提到

過去一年大部分時間都需要網上授課，因此在教學

時也特別小心用詞，以免被其他人聽到後有誤解或

斷章取義。另一位大學生則說感覺自《國安法》

實施後，校園內的言論自由大受限制。即將升讀

大四的他坦言，在挑選論文題材時不太敢討論敏感

的課題，亦會在按照教授的政治立場修改自己論點

和用字。一位青年指出《國安法》後學生組織要

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他一位朋友所屬的學生會便

因派發的口罩包裝上印有「香港製造，獨立包裝」的

字眼而被舉報支持獨立。

網上圖片

「放下手機」是緩解
負面情緒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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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大學近日宣布9月起推行國安教育，受訪青年

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有大學生指出香港作為中國的

一部分，引入國安教育，加強學生對中國人身份的

認同的做法可以理解。不過，他認為校方應允許學生

自由選擇是否修讀該課程，教授模式亦應以參觀、

考察、體驗等軟性方式為主，避免生硬地灌輸

知識。另一位教育界人士也同意應以較柔性的手法

推行國安教育，如與學生一同觀看電影《1921》。

但也有受訪者認為一個人的價值觀在大學時期已經

定型，在此階段再推行國安教育的意義其實不大。

有教育工作者指《國安法》實施後各界對學校舉辦的

各項活動更關注，一些與政治相關的活動（如國家

安全教育日），往往要花更多的時間向家長進行

解說，徵求他們的同意，工作壓力有所增加。然而

即使如此，他也不打算轉行，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

與其他行業的相關度較低，要跨到一個全然不同的

工作領域並非易事。不過也有教育界人士坦言考慮

轉行，特別是現在老師需要向學生講解《國安法》，

但教師對此法例也未必完全理解。他因此擔心繼續

下去有機會「誤人子弟」，亦令他反思教學是否自己

擅長的事情。

近期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該在課室內加裝閉路

電視，大部分受訪教育工作者們對此都表示反對。

有受訪者的學校在大部分公共地方都設有閉路

電視，但課室內卻沒有，因為不希望讓學生覺得不被

信任，影響師生關係。另一位教育工作者亦同意在

課室增設閉路電視會讓師生感到不自在和不被

尊重。此外，他指出這種做法會令學生不敢在課堂

上發表意見和發問，窒礙師生交流，反而增加老師

幫助他們建立正確價值觀的難度。安裝閉路電視的

目的亦是青年的關注重點。一位教育工作者坦言，

現時已有一些推行「自攜裝置計劃」的學校在

課室內增設閉路電視，但僅為防止學生的電子設備

被盜，在使用上亦有嚴格規定。這些閉路電視沒有

錄音功能，不會拍到老師的教學內容，也只有

校長、副校長和班主任可以接觸到錄影片段。他表示

類似的安排是為了保障學生的財產安全，可以接受，

但他批評現時不少人的出發點是希望能夠監控日常

教學，是政治凌駕專業的表現。

同意應以較柔性的
手法推行國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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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與未來
媒體和社福界工作者在《國安法》下
的工作體驗
自《國安法》實施後，不少在職受訪者都表示自己

在日常工作上需要作出一定改變。一位在職青年便

表 示 曾 在 為 其 他 機 構 提 供 服 務 時 被 要 求 簽 署

承諾書，聲明他或他的同事並沒有因《國安法》被

起訴，服務不含有違反相關法例的內容，甚至承諾

賠償如果因其所提供的服務觸犯《國安法》而招致

的所有損失。一位受訪青年坦言，在目前的社會

氣氛下開始自我審查，很多以往會觸及的題材現在

也不敢再討論。一位新聞界工作者亦同意《國安法》

後變得更加小心，在用字和觀點上也更保守。除此

之外，過去一年政府推行了不少重大政策，有新聞

從業員表示為了更好地解釋

政 策 ， 避 免 公 眾 誤 解 ，

工 作量因而大增。但也有

受訪者認為《國安法》為

各 類 活 動 提 供 了 明 確 的

規 範和依據，讓大家知道

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

減少了不確定性，可以說是

正面影響。

面對日常工作上的各種改變，不少在職受訪青年都

有點意興闌珊。一位前新聞界工作者明言，對行業

的未來感到超級悲觀，認為往後只會剩下一種

聲音，成為政府的宣傳機器。他指出新聞界的薪水

普遍不高，但以往報道新聞的自由度較高，起碼

算得上是一份既可以糊口，又能實現理想的職業。

然而隨着社會環境對傳媒的控制越來越厲害，

讓人施展抱負的空間變小，他身邊有不少同行都

打算轉行，而他也已經辭職，準備離開這行業。

另一位傳媒界人士亦表示不會將這份工作視為終生

職業，但這與社會因素無關，純粹是因為傳媒行業

工資低，工時亦較長，難以組織家庭。相反，他認為

近期有媒體結束營運，對餘下的傳媒機構反而可能

是好事。

一位社福界青年則表示《國安法》增加了行業的

不確定因素，讓人擔心誤觸紅線，也影響了自己和

同事的工作熱情。另一位受訪者對此亦表示同意，

並進一步指出《國安法》的訂立加劇了社會上人與人

之間的不信任，加劇他們與服務使用者建立互信的

難度。但儘管如此，他也沒有放棄這份工作的

打算，反而覺得情況越是艱難，越需要大家的努力。

除了《國安法》，疫情亦影

響了不少在職青年的日常工

作。有社福界工作者表示

疫情反覆令所在機構的不少

活動需要延期或取消。隨着

本地疫情受控和政府放寬

防疫限制，縱使現時仍未能

舉辦大型活動，但起碼籌備

暑期活動等日常工作可以

順利進行。另一位受訪者

過去一年因疫情而不能離開香港，對習慣不定期

旅遊的他來說「好慘」。

各種社會爭議除了令一些在職青年考慮轉行，對學生

的未來規劃亦有影響。以一位受訪大學生為例，

由於修讀的學科比較敏感，因此他畢業後也不打算

從事與專業相關的工作，也不會應徵一些政治立場

比較鮮明的公司。另一位修讀社會工作學系的大學

生則表示，近年發生的事情讓他更關注社會議題，

畢業後的志向也由前線工作改為政治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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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潮下，青年有何出路？
「移民」是過去一年間香港人常掛在嘴邊的話題，

這次《青年備註》亦有不少受訪者表示有認識的

親友在近期離開了香港。有新聞界工作者留意到

近期更多人考慮離開現時的工作崗位，移民到外地

或選擇另一條人生道路。他表示這種情況不光出現

在傳媒和教育等界別，甚至金融界亦有人決定離開，

當中也不乏中高級管理層。一位大學生亦說身邊

移民的親朋好友不在少數，當中很多更是帶着未成年

的子女一起離開。一位社福界青年不諱言過去一年

的改變令他反思這份工作的意義，更開始考慮

移民。面對這波移民潮，有青年擔心香港會因此失去

一群能夠代表其核心價值的人，令到城市失去了

它的特色。

一位教育工作者坦言所在的學校受移民潮影響，學生

流失率有所加劇，但整體尚算在可接受範圍內。他

進一步指出，學生流失的程度在各地區和階段均有

不同，當中尤以中學最為嚴重。另一位受訪教師亦

同意這種說法，更表示在灣仔等較富裕的地區，有

學校一級120人中有高達10人離開。但他強調流失

的學生並不一定馬上離開香港，也有不少是在家長

安排下轉校到國際學校修讀IB等能與外國學校接軌

的課程，為將來海外升學作準備。

談到移民潮帶來的影響，一位教育工作者擔心香港

適齡學童數量會不斷下降，學校可能需要面對縮班

甚至殺校的情況。此外他亦憂慮隨着不少青壯年人口

離開，香港的整體撫養比率將大幅上升，加劇下一代

青年的財政壓力。對於移民潮將增加留港年輕人

向上流的機會這種說法，不少受訪者認為是過於

樂觀。一位青年同意移民潮下年輕人會有更多工作

機會，但這與提升生活質素並沒有直接關係。他以

房價為例，指出即使青年能夠找到待遇更優厚的

工作，但其薪水也難以追近香港樓價的升幅，向上流

對他們來說依然困難。另一位受訪者則認為，移民潮

最大的得益者是三十多歲，有一定工作經驗的

人，因為他們最有機會得到因人員流失而出現的

職位空缺，但對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影響非常

有限。此外，也有受訪青年擔心因移民潮而出現的

機會只會惠及某類型（親建制、代表紅色資本或

來自內地）的年輕人，未能幫助一般青年向上流。

擔心移民潮
出現的機會

只會惠及
某類型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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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 動 盪
青 年 尋 自 處 方 法

持份者的回應：
一位資深傳媒人的看法
青年普遍認為言論自由和公民參與的空間在過去

一年間大幅減少，這期《青年備註》特意邀請一位

資深傳媒人回應年輕人的看法。

這位資深傳媒人指出《國安法》實施後相關的執法

行動數量算不上少，組織遊行集會和各類關注組的

難度亦大增，在這種情況下，青年覺得自己難以

就社會議題發聲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強調參與

社區事務的渠道雖然變少，但也依然存在。以公民

社會為例，即使《國安法》下不少政治性較強的

組織選擇解散，但關注其他議題的機構未見受

影響。因此他預期青年未來還是可以關心社會議題

和發表意見，不過往後可能需要思考「可以講到

幾多」。他亦批評政府儘管不斷表示香港人依然有

各種自由（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等），但其行為

舉止卻大多強調「紅線」、「國家安全」、「規範」，

令人難以安心。

對於青年認為《國安法》損害言論自由，他坦言該

法例的確有一定影響。他以新聞界為例，指出自

《國安法》實施後不少傳媒機構都引入更嚴謹的

內部審查，令前線工作者在處理一些批評政府或

警隊執法的新聞時的壓力更大，主流媒體在報道

相關議題時的比重和角度也相對以「穩陣」為主，

避免引起太多爭議。

不過他認為無須太過絕望，縱使過去一年間言論

自由有所收窄，但現時仍有不少傳媒機構（特別是

網絡媒體）會報道政治議題，而在反修例風波

以外，新聞工作者還可以就醫療、房屋、貧富差距等

社會問題行使第四權。在這些方面，傳媒依然能夠

發揮自己的作用，提升大眾對不同議題的關注。

同時兼職教師的他也會以此鼓勵學生，與其關注

一些不理想的大環境因素，加劇自己的負面情緒，

倒不如將目光放在還可以做甚麼上。

對於過去一年出現的移民潮，他以「家庭」比喻

香港，指看到不少人「離家出走」固然感到不捨，

但也理解他們的決定。不過，他提到不少離港人士

是中層領導，他們的離開有機會令行業出現斷層。

以傳媒為例，年資較淺縱使有能力，但經驗始終

不多，在處理新聞時的判斷以至準確性都未必太

理想。這除了會影響報道的質素，也會影響社會對

事件的理解，因此他擔心這次移民潮會對各行業的

長遠發展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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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備註》第八期

結語：大動盪，更須保持初心
《國安法》實施一年，青年似乎來到了生命中的一個分岔路口。是走是留，該繼續留在

現職為理想奮鬥還是轉行，甚至離港，這些都是青年面對着的艱難抉擇。無論他們最後

的選擇是甚麼，重要的是追隨本心不後悔，在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上繼續發光發熱。正如

這次受訪的資深傳媒人所說，「當你決定了在這個地方生活，就要活好每一天，最壞的

情況是在這裏過一天算一天，與社會脫節，但又有許多牢騷」。



MWYO青年辦公室是一個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工作橫跨研究與調查、倡議與教育、培訓與能力

提升。我們積極與各促進青年發展的持份者緊密合作，包括青年、家長、校長、教師、社工、僱主、公民社會

領袖，以及政府與政黨，致力在不同範疇上，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

特別鳴謝以下機構協助（按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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