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香港過去一年先後受到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

衝擊，社會瀰漫着負面氣氛。2020精神健康月籌備

委員會昨日發表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結果，整體

精神健康指數平均分為45.12分，為歷年最低；近

六成受訪者的精神健康指數「肥佬」。調查亦發現

社會事件的衝擊遠比疫情深遠，近五成半受訪者認

為社會爭議嚴重影響其精神健康；更有三分之一受

訪者因為社會爭議帶來創傷，籌委會相信當中25%

人在社會事件及疫情夾擊下，有「創傷後壓力症」

風險。

黑暴傷害超疫情 精神健康跌新低
近六成人「肥佬」25%人恐患「創傷後壓力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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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約40歲的Jerome形容今年是頗特
別的一年，除受到社會事件影

響，也受到疫情挑戰，總括這數月的情
緒不太好，「以前開心指數可能有70
分至 80 分， 𠵱家可能得 60 分或更
低。」他認為，疫情帶來的是即時影
響，而社會事件帶來的是深層次和長遠
影響。

嘆老友反常「原來可以咁激」
Jerome續指，疫情之下，不少過往被

視為理所當然的活動被限制，「以前心
情唔好會想出去食個飯、睇場戲、去個
旅行，𠵱 家都唔得，啲舖頭冇開門，好
蕭條」；另在修例風波後，他不少相識
20多年的朋友出現反常的行為，「有啲
朋友從來唔鬧人、唔同人爭執，竟然會
同人罵戰，情緒波動很大，原來（佢
哋）可以咁激㗎喎。」
他表示，會於心態上作調整，裝備好
自己，接受這個新常態。
2020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委託中文
大學，於6月22日至7月6日期間以電話
形式訪問1,002名15歲以上的巿民。
調查結果顯示，今年巿民的精神健康
指數平均僅為45.12分，為歷年最低，也

低於52分的及格水平。其中，近六成受
訪者精神健康指數不及格，約三成受訪
者處於可接受水平，僅有約一成半受訪
者精神健康良好。

38%人認為疫情損精神健康
調查結果也顯示，有近五成半和三成

八受訪者分別認為社會爭議及新冠肺
炎，對精神健康有非常大或頗大負面影
響。研究工作小組召集人、香港精神科
醫學院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接認為，社
會爭議引發的創傷記憶需較長時間磨
滅，而接着面對的疫情令部分人完全無
法放鬆，「好似橡筋拉得好行咁」，兩
件事情均對個人前途、經濟和社會有影
響，市民容易感到辛苦。
該籌委會成員朱崇文指出，分別有約

三分之一和一成受訪者認為社會爭議和
疫情為他們帶來創傷；另因創傷事件造
成生理或心理負面影響的受訪者中，25%
人有機會患上「創傷後壓力症」。
城市大學講師黎定基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香港多年來生活平穩，社
會很多年都未試過出現如此不安的情
緒。他續指，精神健康不是只受單一因
素影響，惟香港以經濟掛帥，習慣

「（工資）有剩」，會擔心「今朝搵埋
唔夠明日食」，疫情下或因開工不足已
出現精神上的壓力。

專家：社會爭議影響較長遠
對於是次調查顯示社會爭議對精神

健康的影響較疫情大，黎定基解釋，
經過 2003 年沙士，市民懂得保護自
己，注重個人衞生，對防疫有信心，

而社會爭議則較長遠，個人力量也難
影響大局，市民出現無力感，覺得不
穩定，沒有信心，所以即使部分社會
爭議已漸平息及成過去，但影響相對
深遠。他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會
「瞓唔着」、忍耐性較低，容易與人
起衝突，建議市民調整日常生活、與
人傾訴、做運動等，以轉移壓力，從
而放鬆情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人
力資源公司調查發現，受全球及本
港新冠病毒疫情反覆影響，多個行
業包括金融、保險、房地產和批發
及零售等招聘意慾下跌，近400間受
訪本港公司的僱主當中，38%表示
會維持人手不變，15%則表示第四
季有意縮減人手，僅 13%表示有意
增聘人手，反映整體招聘意慾下
跌，但部分行業開拓虛擬業務，相

關人手需求持續。
萬寶盛華大中華昨日發表第四季調

查報告，表示經季節性調整，就業展
望指數為負兩個百分點，即有意縮減
人手的僱主較有意增加人手的僱主多
兩個百分點，而這是自2010年以來首
次錄得負數，反映整體招聘意慾下
跌。
調查報告顯示，受全球及本地疫情

反覆影響，旅遊業維持停頓，加上社

交距離措施打擊本地消費，就業市場
短期仍面臨壓力，香港經濟前景繼續
不明朗，六個行業包括金融、保險、
房地產和批發及零售等的招聘意慾都
下跌，反映僱主招聘時持觀望及審慎
態度。

兼職合約職位空缺錄增幅
另一方面，調查報告反映企業為要

節省成本，採用靈活的招聘模式，兼

職及合約職位空缺增加，成為疫情下
的大趨勢。企業亦開始從實體轉型或
開拓虛擬業務，而辦公軟件及遙距教
育等行業亦受社交距離限制帶動，網
購及訂餐數字增加，帶動物流相關業
務。
萬寶盛華大中華高級副總裁徐玉珊

表示，企業在疫情下對科技、電子商
貿、虛擬銀行等人才仍有需求，以支
持業務。她又預計，下周公布的最新
失業率會維持在高水平，疫情發展將
影響僱主招聘意慾，目前難以預計未
來企業會否出現裁員潮。

15%港企擬裁員 虛擬業務「疫」市旺

現年19歲就讀大
學醫科二年級的Ka-
tie，15 歲時因學業
及家庭等因素而感
到不愉快，一度出
現抑鬱情緒，幸已

逐步有改善。不過，去年的社會
事件和今年的疫情，令她的情緒
再度變得不穩，「成日都好驚、
好唔開心，試過瞓之前忍唔住
喊，又冇胃口，𠵱 家嘅情緒仍然
『上上落落』。」

對反政府言論感不安
Katie表示，升讀大學時心情

興奮，但學校活動滲入政治元
素而取消，而上課時曾有同學
為表達意見，展示寫有諷刺或
反對政府言論的牌，令坐於附
近的她感到不舒服和不知所
措；另外，她參加的學會曾為
社會事件發聲明，她當時認為
內容偏激，曾詢問「可否中立
少少」，卻反遭成員質問是否
政見不同，令她有被孤立的感
覺。此外，因疫情關係課堂改
為長期網上教學，亦令她失去
社交機會。
研究工作小組召集人、香港精

神科醫學院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永
接指出，調查顯示，本港15歲
至34歲年輕組別的精神健康指
數僅有42.44分，為各年齡群組
中最低，同時受社會爭議影響的

比例亦最高，由去年51.9%大幅升至今年
初及年中的71%。
他表示，年輕人最受社會爭議和疫情兩

大因素影響，是因為社會爭議令年輕人與
朋輩關係受影響，而疫情帶來的防疫措
施，也會影響到他們日常社交生活。他又
說，年輕人處於開始思索將來的階段，會
更確切感受到疫情對經濟和個人財務造成
的影響，故會受到更大困擾，精神健康亦
較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因
政
見
遭
孤
立

醫
科
生
「
喊
住
瞓
」

��$

■■有調查發現有調查發現，，社會事件的衝擊遠社會事件的衝擊遠
比疫情深遠比疫情深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0精神健康月籌備委員會公布調查
結果。 新生精神康復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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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精神健康月」籌委會研究工
作小組昨日公布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
查，結果顯示港人精神健康指數跌至
歷年新低，且連續三年不合格，「社
會爭議」造成負面影響的比例最高，
其中以 15 至 34 歲的組別最受「社會
爭議」影響。港人精神健康狀況令人
擔憂，去年因修例風波而起的黑暴攬
炒、散播仇恨、破壞法治、撕裂社
會，正是導致市民心理焦慮的禍根，
已成為影響香港社會健康和諧的最大
「政治病毒」，其傷害可謂甚於新冠
病毒。只有依法打擊黑暴，懲治違
法，回復法治秩序，港人方能徹底釋
除焦慮，重建精神健康。

此次調查涵蓋5項身心健康指標，
涉及工作、學業、家庭、社會爭議、
新冠肺炎疫情等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結果顯示近6成人的精神健康指數不
合格，約三分一受訪者表示因「社會
爭議」而感到創傷，其中不少人因而
有機會患上「創傷後壓力症」，甚或
出現焦慮症和抑鬱症。自2018年起，
香港市民的精神健康持續處於不合格
水平，去年修例風波引發的黑暴氾
濫，社會撕裂，網絡和真實世界欺凌
司空見慣，造成香港集體焦慮，重創
港人的精神健康。

更令人憂心的是，調查結果顯示，
受「社會爭議」傷害最大的群組，是
15 至 34 歲的年輕受訪者，由 2019 年

年中的52%，上升至今年年初的71.3%
和年中的 71.1%。攬炒派刻意散布
「違法達義」「以武抗暴」歪理，以
「831 太子站打死人」等謊言，煽動
仇警、仇政府、仇社會情緒，鼓吹暴
力抗爭，誘使年輕人走上違法暴力的
邪路；教育界的「黃師」對學子洗
腦，在課堂及考題中作違背歷史和現
實的誤導，造成青年學子在成長期不
能形成正確的是非觀、價值觀和社會
觀，與主流價值觀諸多衝突，壓力無
法排解，引發焦慮憂鬱。在新冠疫情
威脅下，攬炒派更以政治化擾亂抗
疫，有無良醫護喪失專業理性，顛倒
是非，污名化抗疫措施，更增添社會
的焦慮和戾氣。

「政治病毒」破壞香港尊重法治、
理性包容的社會基本價值，其毒性烈
於新冠病毒。「政治病毒」一日不
除，香港社會難得安寧，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重建和諧，都是空談。下
月是政府聯同多個康復組織主辦的
「2020精神健康月」，政府民間攜手
推廣精神健康活動，提升樂觀向上的
社會氣氛，確屬必要。但要根本改善
港人的精神健康，必須遏止黑暴攬
炒 ， 向 政 爭 說 不 ， 必 須 以 有 法 必
依、執法必嚴的法律手段根治「政
治病毒」，讓社會聚焦抗疫和重啟
經濟，這是港人回歸精神健康的治
本之道。

根治「政治病毒」 重建港人精神健康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報章撰文表示，在沒有全面理

解基本法和憲制秩序下，任何人試圖將「三權分立」
概念簡單化並套用於香港，都是枉然，最終只會誤導
公眾。但本港仍有所謂法律精英聲稱「『三權分立』
由基本法訂明」。香港的政治制度設計是中央管轄、
行政長官處核心位置的行政主導制度，行政、立法和
司法三權分置，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司法機關強調
小心用權，不干預行政、立法運作。少數所謂法律精
英曲解基本法和法庭判詞，斷章取義，混淆是非，企
圖以重複謬論當真理的伎倆誤導公眾，以達到越權亂
港、對抗中央的政治圖謀。

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屬於地方政權，政制當
然不能與主權國家簡單類比，不可能實行主權國家的
「三權分立」。基本法第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
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 」公民黨、大律師公會一再以此作為香港實行
「三權分立」的法律依據。其實，要正確理解基本法
第2條，首先應該清晰地認識到，香港享有的全部高
度自治權，包括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都由中央授
予。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即使已授予香港的權
力，在行使時也受到中央權力的制約和監督。

自基本法起草至今，中央有關部門權威人士對香港
政制多有論述，近日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的聲明，都
明確指出，香港政治體制無論在回歸前還是回歸後，
都是「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制的特點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基
本元素包括三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
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央總負責。所謂基本法第2條
承認「三權分立」之說，無視香港政制的前提和基
礎，存心曲解的意圖彰彰明甚。

香港政制中儘管三權分置，但行政長官的「雙首
長」「雙負責」憲制地位，以及中央透過行政長官來
落實對港管治，注定香港要實行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
行政主導政制，這是確保「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貫徹
實施的重要制度安排。在這個制度框架之下，本港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各司其職，相互既制衡又配合，
同時保持司法獨立，但並不代表三權對等，更不能說
香港的政制是「三權分立」。

具體到「司法獨立」，僅指法院獨立審判案件不受
干預，而非政制框架下與行政主導的排他對立關係。
在梁國雄訴立法會主席案中，時任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法官夏正民確認特區政府以行政主導，強調基本法
中，「行政機關、行政當局及立法機關明顯地以互相
協調、彼此合作的方式，為香港的良好管治，各自履
行其憲制上指定的角色」；終審法庭的判詞也指出，
法庭不會插手裁決立法機關內部程序的合規或違規事
項，會留給立法機關自行決定（「不干預原則」）。法庭
強調的「三權分立」，指的是法庭謹慎用權，不會借
「司法獨立」之名擴大司法權，架空行政主導體制。

有資深大狀對香港的憲制秩序、對法庭的自我約束
視而不見，反而指法庭判詞提到「三權分立」是普通
法的信條，認定法庭亦相信特區政府是在三權分立的
體系中運作，由此得出香港奉行「三權分立」的結
論，分明「揣着明白裝糊塗」。所謂法律界精英濫用
專業身份，為搶佔話語權混淆視聽，積非成是，借所
謂「三權分立」否認「行政主導」，無非為誤導本港
社會對香港政治體制的認知，貶低行政長官的憲制地
位和權力，根本目的是抗拒和架空中央對港全面管治
權，挑戰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社會各界、有識之士
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應該認清所謂法律界精英的謠言
大話，明辨是非。

警惕「法律精英」斷章取義亂釋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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