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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青年去留抉擇看改善特區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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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保安局估算港人移民的數字

• 當局根據希望移民外國而每年向警務處申請無犯罪紀錄證明書（俗稱「良民證」）以估算該年
港人移民外國的人數及首三個主要目的地。

年份 申請總數 首三個主要目的地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1981 18,300 8,700 6,100 1,300

1984 22,400 9,100 7,900 3,800

1997 30,900 5,200 14,900 5,400

2007 9,900 3,700 1,100 3,200

2017 6,500 1,600 900 2,200

2018 7,600 1,600 1,100 2,400

2019 7,000 1,200 1,300 2,100

• 資料來源：保安局



坊間近年進行有關的調查

•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20年9月進行的調查 N=737 (18歲以上市民)

• 2020年9月調查：43.9%受訪市民表示有機會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比率較2017年同

期的33.1%為高。

• 這批打算移民或移居的受訪者，有35%有為移民準備。

• 首三類最多受訪者提及有移民或移居外地打算的原因 :

➢ 「不滿特區政府／特首／高官／不滿政府政策」

➢ 「香港政治爭拗太多／太煩／政治不穩定」

➢ 「香港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人權情況變壞／喪失新聞自由」



研究問題及方法



研究問題

1. 青年去與留的考量

2. 所揭示的管治問題

3. 有利香港社會逐步走出局困的方向



研究方法

2020年10月至12月

實地意見調查：共525名 18至34歲香港青年

專家和學者專訪：共5位

青年個案訪問：共17名 (8名表示選擇移民，9名選擇留港)

2020年12月8日至13日

2020年10月30日至12月26日；對象是18至34歲青年

2020年10月28日至12月16日



研究結果



1/ 對個人與香港社會關係的看法。



超過九成受訪青年表示對香港有歸屬感

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說法？「你對香港有歸屬感」

同意 91.8%

不同意 8.2%
N=525



「建立對一個地方的歸屬感，非來自物質如房屋或金錢回報等方面，因這些只是『止痛藥』，作為暫時
紓解人們物質上的缺乏。最重要是人們有份並能盡情地參與這個社會的建設，不論成效如何，這是一種
與社會共同成長的經歷，人們會對這社會產生一種難以取代的情感；我對香港社會有這感受。」

（個案08/男/27歲/選擇移民）

對香港有歸屬感，主要原因：感覺到自己與這城市有聯繫和有共鳴；有份參
與建設社會，給他們與香港社會一起成長的經歷。

「歸屬感建基於社群內有相同的語言和文化，能促進人們之間的聯繫。我感覺到自己能夠與香港社會，
尤其我現在居住社區內的人和事connected（聯繫）；在同一社會context（情景）下，大家所講的，
很容易理解和領會到當中的意思，特別有共鳴。」

（個案13/女/28歲/選擇留港)

青年個案



在受訪青年心目中，香港社會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首三項分別是自由、民主、法治。

響你心目中，香港社會最重要嘅三個核心價值係邊啲？
（不讀選項）（最多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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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N=525



# 數字不包括回答「無」或「不知／難講」者

你有幾大信心香港能保持你所指出嘅重要核心價值？
(0-10分：0分=非常沒有信心，5分=一半半，10分=非常有信心。)

人數 百分比

0至4分 259 49.7%

5分 133 25.5%

6至10分 129 24.8%

合計 521 100.0%

平均分：4.07#
標準差(S.D.)：2.14

N=521

受訪青年對香港能夠保存他們心目中各種核心
價值的信心偏弱。



2/ 個人去與留的考量和意向。



344名受訪青年表示沒有打算移民，佔整體65.5%；
150名則表示有此打算，佔整體28.6% 。

目前為止，你有無打算移民或移居外地？

有打算

28.6%

(150人)

屬回流人士 0.6%

已移民 0.8%

沒有打算

65.5%

(344人)

不知／難講／無所謂／仲想緊 4.6%

追問原因及
成行時間

追問原因

N=521



有打算移民者，主要社會因素：國安法施行、特區政府管治
令人失望，以及社會撕裂嚴重/政治爭拗太多等。

（有打算移民者）香港社會有邊啲因素，令你有移民或移居外地嘅打算？
（不讀選項）（最多三項）

*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N=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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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0

有打算移民者，近一成九表示會年內成行；
預期兩年內成行的，有四成四。

人數 百分比

半年內 4 2.7%

半年至一年內 24 16.0%

一年至兩年內 38 25.3%

兩年至三年內 23 15.3%

三年至五年內 24 16.0%

五年至十年內 18 12.0%

不知／難講 19 12.7%

合計 150 100.0%

18.7% 44.0%

（有打算移民者）甘你預計幾時會成行？



現階段選擇移民：主要原因認為

（一）本港產業狹窄，需往外尋找或發展適合他們的事業。

（二）本港居住環境每況愈下，冀藉此改善生活質素。

（三）社會缺乏具希望的前景，對個人留港發展和生活感到灰心、無望。

（四）《港區國安法》的施行加速了部分選擇離開者的決定。

青年個案



現階段選擇移民：對個人留港發展和生活感到灰心、無望。

「 生活在香港，甚麼也做不到；政府政策不能令青年在這裡作多元發展。雖然政府推動青年到大灣區

和一帶一路發展，但對於想留港發展的青年，這些不是他們想要的出路；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對未來

看不到希望。」（個案01/男/24歲/選擇移民）

「青年如想主動推動其他產業，會被視為『攪事』。我從事都市農業，青年為了本地保育而進行社會

運動和抗爭。我們這一代在努力為香港推動新產業，但當局卻摧毀我們的努力；這令青年對留港發展

的前景感到非常No Hope（無望）。」（個案05/女/28歲/選擇移民）

「現時在港，我對香港及自己的前景感到頗無望，一來睇唔到政府會改變其壓制式的管治風格。我曾

參與抗爭表達訴求，但政府不理會我們的訴求。二來睇唔到自己可以向上流動的階梯，置業夢永遠都

是停留在夢境中。」（個案14/女/24歲/選擇移民）

青年個案



現階段選擇移民：《港區國安法》的施行加速了部分選擇離開者的決定。

「國安法施行，怕自己無意中講錯野被人舉報；人與人之間變得互

不信任，白色恐怖氛圍很重，令人有窒息感。我感到非常 desperate

& fear（絕望和恐懼），加速我移民的決定。」
（個案01/男/24歲/選擇移民）

「國安法的施行，加速我對移民的決定，因為很擔心自己因發聲或

做了一些行動而『被拉』，這是十分『不抵』。」
（個案05/女/28歲/選擇移民)

青年個案



冇打算移民者，主要社會因素：
認為這城市生活方便及治安良好等。

（沒有打算）香港社會有邊啲因素，令你無移民或移居外地嘅打算？
（不讀選項）（最多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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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題為「可選多項」題目，所列數據為選擇該項答案的次數佔總答題數字之百分比



3/ 對特區政府有關方面表現的評價。



超過七成受訪青年認為，特區政府不重視本港
青年留港發展。

你認為特區政府對本港青年留港發展有幾重視？

重視 28.5%

不重視 71.4%

N=525



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說法？
「你信任特區政府」

N=525

七成六受訪青年不認為自己信任特區政府。

同意

23.8%

唔知／難講 0.2%

不同意 76.0%



「政府對青年的訴求，給我的感覺非常『罐頭式』，即是在任何情況下，面對甚麼提問，官員的回應都
是一式一樣。特區政府須真誠地聆聽和回應民意。」（個案10/男/28歲/選擇移民）

認為特區政府應該著力的主要工作方向：用心回應民意、解釋政策

「如有機會，我會參與 (對話會)。我想透過正式的渠道表達意見；有這些正式渠道，政府會較著力跟進，
我希望政府能有回應。」（個案15/女/30歲/選擇留港)

「以前，對於聆聽民意和解釋政策，政府點都會做少少，但現在政府給我的觀感是no intention to explain policy

（缺乏動力向市民解釋政策）。自雨傘運動以來，青年訴求已很明顯；反修例運動中，青年群體之間已有 echo

（回響），可是政府無回應；政府需要正視這些不足。 」（個案13/女/28歲/選擇留港)

青年個案



4/ 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的期望。



五成六受訪者認為自己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
近四成四則不同意這說法。

N=525

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說法？
「你對香港未來抱有希望」

同意 56.0%

唔知／難講 0.4%

不同意 43.6%



七成六受訪者認為，青年參與能帶來改變；
近八成四表示想為香港作出貢獻。

你有幾同意以下嘅說法？

同意 76.2%

不同意

23.8%

N=525「青年參與能帶來改變」 「你想為香港作出貢獻」

同意 83.8%

唔知／難講0.8% 不同意 15.4%



主要建議

1

2

3

開展香港願景建立行動

確立中央民意處理機制

透過溝通拉近距離

循有利締造具希望前景的香港社會，讓社會各界能夠在這艱難階段中向前走一步，
共同朝向重拾香港活力出一分力量，本研究作出如下建議：



開展香港願景建立行動

特區政府夥拍不同

團體或機構

掌握和吸納青年對

香港的期許

凝聚動力

共創未來

1



穩定社會

社會事件

民怨
深層次矛盾

確立中央民意處理機制

避免重蹈覆轍至民怨抑壓
至一發不可收拾。

協助管治團隊掌握民情；

2



把握每個能夠接觸青年的機會，
透過溝通拉近距離

對話會 / 小組討論等 各界搭建有利溝通的橋樑

拉近彼此距離
逐步重建信任
重拾香港活力

3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

yrc.hkfyg.org.hk facebook.com/hkfygyrc

接收「青年創研庫」e-news 登記

shorturl.at/iDE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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