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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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生活。在疫情的陰影下，我們習慣了戴上口罩

和保持社交距離的新常態，也學會了善用科技令各種活動能夠順利進行。面對這些變化，

青年到底如何應對？MWYO 青年辦公室在 5 月 12 日至 26 日期間訪問了 26 位年輕人，

當中包括高中學生、大專學生及在職青年，聆聽他們這段時間的經歷與想法，向讀者呈現

青年在疫情期間的生活點滴。

教育
疫情下的「校園生活」
學校自一月農曆新年假期後停課，到五月底開始的

分階段復課，中間歷經近四個月。在這段時間裏，

不少教育機構都主張「停課不停學」，透過各種方法

讓學生可以在家學習。受訪者普遍覺得這種教學

模式不如在課室上課，原因也令我們反思上學對

青年的意義。對學生來說，學習知識固然重要，但是

與朋友和老師相處的機會，亦是教育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不少大專院校自去年底以來就已經推行網上教學，

因此這次停課對專上學生似乎沒有太大影響。這段

時間裏，他們絕大部分都按照原定時間表上課，亦

未見需要很長的時間適應。這種新的教學模式對

老師的挑戰反而更大，有專上學生表示，有老師在

教學時出現技術問題（如斷線）或未能使用教學

軟件的功能。

儘管專上教育院校的課程基本上沒有被影響，但不少

受訪專上學生都承認學習效能有下降，有的甚至覺

得較在學校上課下跌約四成，他們認為這也許與師

生交流受影響有關。也有受訪學生認為網上授課令

同學間未能即時私下討論教學內容，影響他的理解

和學習效能。有受訪大學生指以往下課後可以繼續

留在課室，直接向教授提問，但網上模式下，上完

課後老師就會離線，讓他失去了即時交流及發問

的機會。但亦有受訪者指即使在面對面課堂中，教授

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也不多，因此不覺得網課與實體

課堂有太大的分別，甚至指 Zoom 的聊天框功能

讓同學更加勇於發問。

網上授課對注重臨床經驗的學科影響較大，一位

受訪的言語及聽覺科學學生說，學長學姐的實習

須改以遙距方式進行，影響學習體驗。有受訪的

護理系學生的臨床課程和實驗則被推遲，理論考試

1515日

訪問2626位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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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數在整體成績的佔比大大提高，也增加了考生

的壓力。

受疫情影響不少專上教育院校都改變考試和評分模

式，有大學讓學生自由選擇每個學科以「合格—

不合格」（Pass - Fail Grading）抑或是「等級」

（Letter Grading）模式計算。有副學士課程的考

試取消，改以功課代替，題目的難度比以往難。一

些受訪者的考試改在網上進行，須在指定時間內完

成試卷。不少網上考試都是開卷形式，有受訪學生

因此覺得拿高分比以往容易，壓力也沒那麼大。然

而，並非所有人都有相同想法。一位受訪學生自言

打字速度不快，又不習慣在鏡頭前答題，覺得網上

考試影響了自己的表現。

與大學在停課後一兩個星期便能實施網上教學

相比，中學的反應較緩慢。不少受訪中學生表示，

學校在停課初期並沒有統一的網上教學計劃，由

老師自行決定如何授課，因此不同科目在「停課不

停學」期間安排各異。以一位受訪中學生為例，

他的學校直到五月才全面開展網上教學，在此之前

只有一兩科有網課。另一位受訪中學生亦說停課

至今，只有一堂實時教學的英文課。但亦有中五學

生因為學校追趕教學進度，而推行「朝十晚五」馬

拉松式網上教學，學習量和壓力比停課前更大。

停課對中六學生的影響尤其嚴重，DSE 推遲近

一個月，考生有更多的時間溫習，固然有利，但也

增加了他們心理壓力。有受訪學生坦言，聽到考試

推遲的消息後「洩咗道氣」，感到迷惘和焦躁。

網上教學亦影響了考生的準備工作，停課期間他們

只能透過電郵和網上課堂等方式與老師聯繫，師生

之間的交流未能如往常迅速和頻繁。有受訪應屆

DSE 考生明白校方已經儘量幫助他們備考，但網上

教學下，老師未能即時向學生提供反饋，批改功課

所需的時間也較長，自己直到考試前也未能收到

老師對所有模擬試題的評語，擔心影響在試場上的

表現。

無論是中學還是專上學生都承認停課期間學習動力

下降，但並不擔心未能完成課程，因為有信心復課後

可以追回進度。一位受訪中五學生認為「停課不

停學」依靠自主學習，容易變成興趣主導，令學生只

專注在喜歡的學科上。他以自己為例，坦言停課期

間可以追回 M2（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的進度，

但因沒有興趣而作罷，甚至決定放棄報考該科目。

另一位受訪專上學生則覺得在家學習容易分心，

自己會忍不住看手機或做其他事情。

校園生活並非只有課堂和考試，多姿多彩的課後

活動亦非常重要。不過疫情下各種活動被取消，不少

學生都感到惋惜。一位受訪應屆大學畢業生擔心

原定的畢業旅行未能成行，在畢業前亦難以再舉辦

大型聚會，有些不太熟悉的同學可能再不會見到，

自己也失去了告別校園的儀式。一位中四學生則說

很多期待已久的校外活動未能舉辦，自感錯過了不少

畢生難忘的體驗。然而，課外活動減少並非一定

是壞事，有受訪學生說現在多了時間溫習和參加

網上補習班，有助解決學習上的困難。

談起復課，不少學生都希望能早日回校。有受訪

學生認為上學最大的意義是能與人相處，期待再與

同學及老師見面。亦有受訪中學生指在家學習的

效率不高，擔心長久下去會趕不上學習進度，所以

希望能儘早復課。然而有在境外讀書的受訪大學生

表示校方和升學輔導中心至今仍未公布海外學生

回校的安排（如是否需強制隔離、隔離所需費用），

就算想回去也只能等進一步消息。

《青年備註》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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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動 
疫情下的虛擬社交
疫情下「唱K、睇戲、食飯」等青年喜歡的社交

活動大受影響，他們唯有發揮創意，利用科技維繫

友誼。從 Zoom 派對到網上組隊遊戲，年輕人在

網上的社交生活多元又精彩。

疫情下所有受訪青年都減少了外出的次數，但與

朋友的關係依靠 WhatsApp 等方式聯繫而未見有

太大影響。有青年也會用 Zoom 和Skype 等軟件與

朋友視像溝通。一位受訪中學生覺得疫情會令朋友

關係變得兩極化，本來就要好的朋友關係會更好，

關係一般的反而更疏離。一位受訪大學生對此

有同感，指出這讓自己更清楚知道該把時間花在

甚 麼 人 身上。此外，遊戲亦是維繫友情的重要

紐帶，各年齡層的青年都會以與朋友邊玩網上遊戲

邊聊天的方式取代面對面社交活動。

在政府推行的防疫措施中，大部分受訪青年都認為

限聚令對社交生活的影響最大。在該規例下他們

不能與一大群朋友聚會，電影院和派對房間等

聚會地點也被關閉，導致青年進行社交活動的意欲

下降。有一位受訪青年在「限聚令」下度過生日，

慶祝活動只能從簡。受訪者對「限聚令」的必要性

和執行有不少疑慮，一位創業青年同意疫情高峰時

這種限制是有必要的，但在現時連續多日零確診

的情況下，依然沒有撤銷明顯是有政治考量。

一位中學生亦覺得「限聚令」下政府選擇性執法，

看不到當局有「同心抗疫」和「再出發」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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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宅」在家的生活點滴
很多人都擔心疫情下長期在家會衍生負面情緒，

亦憂慮家人之間的磨擦增加。與青年的訪談中，

我們發現兩種情況都有發生，但並不常見。更多出現

的是年輕人藉着這個機會去學習新的技能、多與

家人聊天，家庭關係反而更緊密。

新冠肺炎下很多人會留在家裏，然而，長期在家容易

影響心理健康，不少受訪青年在這段時間曾出現

鬱悶、暴躁、抑鬱、憤怒、感到無力等負面情緒。

原因除了是他們覺得被困在家，每天有關疫情的

資訊和社會上發生的一些事情，亦是令他們不快樂的

重要原因。有受訪學生因每天的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數字而傷心，也有受訪青年對於社會上的荒唐事和

政府的作為感到無奈。遇到負面情緒時，不少受訪

青年都會選擇與朋友傾訴，比起家人和長輩，他們

認為同齡人面對的情況和對事情的看法都與自己更

相近。除了向朋友分享心事，受訪青年還會以其他

方法紓緩壓力和調節心情，例如午睡、看電影、

占卜、打遊戲機等。

也有受訪青年趁機做一些以前沒有機會或時間做的

事情。有受訪在職青年報考與專業和個人身心健康

有關的短期課程；有受訪學生開始學結他，亦有受訪

模型店年輕東主多了為自己組裝模型。也有受訪青年

利用空餘時間參加義工活動，如在網上為學生解答

功課和補習，以及協助向有需要人士派發防疫用品。

香港人生活節奏快，每天早出晚歸，平時未必有

太多時間與家人相處，但在疫情下青年與家人見面

的時間大增，關係亦出現改變。有受訪青年在家工

作，節省了上下班的時間，可以擔起更多家務，為

太太做飯，讓她不用那麼辛苦；亦有受訪青年放

慢了生活節奏，多與家人聊天，關係變得更緊

密。但也有受訪者表示這段時間與家人的磨擦增

加，會為購買口罩等小事爭吵。

所有受訪青年的作息都因為疫情而有一定程度的

改變，如較晚睡和晚起床。他們大多僅較平時晚睡

一兩小時，但亦有較極端的例子。有受訪大學生因為

要完成畢業專題，而每天做功課至凌晨四五時，

另一位受訪專上學生曾經日夜顛倒，晚上六時

醒來，直到第二天早上九時多才睡。隨着各機構和

學校開始復工復課，不少受訪青年都開始重新調節

作息時間，為之後早起作準備。

受疫情影響，不少運動場所關閉，大部分青年運動量

都有下降。然而在家工作省卻了上班族的通勤

時間，有受訪在職青年因而有更多時間做運動。而

科技發達，不少受訪青年縱使不能出門運動，都會

觀看網上健身視頻，或者玩體感電子遊戲（Switch 

Ring Fit）鍛鍊身體。

大部分受訪青年這一段時間都多了在家吃飯，儘管

有個別青年買外賣的次數有所增加，但整體還是以

吃自家烹調的食物為主。受訪青年亦似乎更注重

身體健康，有受訪大學生會留意哪些食物有助預防

新冠肺炎病毒或增強免疫力，亦有受訪在職青年

為了不讓自己身體太差而戒吃零食。然而，也有

數位受訪青年在家期間多吃了「垃圾食品」，覺得

自己的飲食習慣變差。

《青年備註》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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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和財務
在家工作的苦與樂
近日，本地和海外都有企業宣布員工可以選擇繼續

在家辦公，遙距工作似乎成為大趨勢。不少青年都

承認在家工作自由度高，彈性大，有助平衡工作與

生活，但對他們的工作效率也有影響。

絕大多數受訪在職青年在疫情期間都有在家工作的

經驗。與平常上班相比，他們整體工作時數大都沒

有改變，但節省了上下班通勤的時間。有受訪的

教育工作者認為這模式的自由度更大，可以較晚

起床、隨時進食，也不用換衣服上班。另一受訪者

指在家工作沒有上司監管，可以悠閒一點，心情沒

那麼壓抑。

但這種新的工作模式亦有缺點，

有受訪者覺得不能與同事面對面

交流多少有點不便，而且在遇到

技術上的問題（如未能開啟電腦

文件）時未必能夠馬上得到 IT

部 門 的 支 援 ， 對 工 作 效 率 有

影響。一位從事傳媒工作的受訪

青年則指長期待在家裏，缺乏

新意和刺激，人會變得懶散，工作動力也不及在

辦公室。

作為一種新的工作模式，社會對在家辦公持不同的

態度。有受訪青年的上司鼓勵他們儘可能把工作帶

回家，不會有太多監管，只要能在限期內完成就

可以。但也有上司要求員工記錄每天在家工作的

進度，或一天兩次向其報告。這類要求反映了社會

對遙距辦公的不信任。正如一位受訪者所說，有些人

會覺得在家工作等於「hea吓hea吓又一日」，但事實

並非如此。這模式下他的工作量沒有減少，反而

因為公司轉為時薪制而導致收入下降。

疫情期間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在家辦公，擔任售貨員

或前台接待等前線工作的青年依舊需要出門工作，

並在上班時與不同人士接觸。與其他崗位相比，

這類職業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相對較高，對防疫

工作更加注重。一名任職商廈前台接待員的受訪

青年說，每次接觸訪客的身份證明文件或物品後

都會馬上清潔雙手。他表示公司每天會向員工派發

一個口罩，亦已安裝了紅外線溫度監察器，但希望

可以更進一步強制所有進入大廈的人士戴口罩。

疫情下青年的工作量亦值得關注，一位受訪青年承認

在家工作期間晚飯後會繼續工作，變相增加了

工時。目前不少僱主在員工自然流失後就不再增聘

人手，加重了剩餘僱員的負擔，有受訪青年說不少

朋友更因此工作量大增，長期加班影響到身體而

決定裸辭。

有些人會覺得在家工作
等於「hea 吓 hea 吓

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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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收入與就業受衝擊

整體而言，青年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就業、求職和收入

都會因為新冠肺炎而受影響。但他們自信有足夠的

能力度過難關，對長遠前景並不太悲觀。

經濟不景，不少在職青年的收入都有減少，如在

餐飲業兼職的受訪大學生在疫情後沒有上過班。

另一位受訪教育工作者表示二月只有半薪，三月開

始放無薪假，四月以時薪計算工資，其中處理與客戶

聯絡等行政工作的時間不包括在工時內。有年初創業

的受訪青年指出，儘管業主有因為疫情而減租，

人流卻較預期的少，政府的「限聚令」亦進一步

影響生意。但亦有兼職上門補習的受訪大學生

表示，這段時間多了家長找人幫忙照顧孩子，他的

工作和收入因此有所增加。

不少受訪青年都承認自己有經濟壓力，但未到「山窮

水盡」的地步，積蓄尚夠維持一、兩個月的生活。

更有受訪青年的存款足夠應付一年的開支，但也選擇

在被放無薪假的時候做兼職賺外快。

為了應對可能出現的經濟壓力，有受訪青年表示會

改變消費習慣，如減少自己在購買衣物和外出飲食上

的開支，或計劃每月多存 1,000 元。但疫情未必

一定增加經濟負擔，以一位受訪在職青年為例，

他在這段時間減少了外出吃飯和購物的次數，也

省下了原本計劃用在旅遊上的開支，經濟上甚至比

疫情前寬裕。

疫情亦影響在職青年的工作

穩定性，一位從事旅遊服務業

的受訪青年說，現時酒店的

入住率下降近八成，公司除了

要求員工放無薪假和輪班外，

已有20 至 30 人被解僱。他已

有心理準備，如果失業會先找

一些兼職，待疫情過後再找長工。有受訪青年自

去年九月起在某機構擔任兼職，直到今年四月才

成功轉為全職。然而，並非所有行業都受疫情

影響，兩位分別從事保險及社福行業的受訪青年

表示，公司和機構業務並沒有太大影響。有在初創

企業工作的受訪者甚至表示，公司在這段時間有

招聘人手的計劃。

面對受新冠肺炎重創的就業市場，一位受訪的應屆

畢業生自言已經做好需要「騎牛搵馬」的心理

準備，接受一份不是自己心儀的工作。但他也強調

不會因為現時的情況而降低自己對薪金的期望。

另一位去年畢業的受訪青年因找不到與自己專業

相關的工作，而決定投身其他行業，待社會運動及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明朗化後，才考慮會否轉行。

有兼職私人補習和保姆的受訪大學生這段時間工作量

為零，打算在疫情過後找一份相對穩定的兼職。

面對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性，有四位受訪在職青年有

進修的打算，但因為疫情導致不少課程沒法開展而

押後計劃。談到進修，其中三位受訪青年都不會修讀

專業的課程，反而更傾向學習如打字、英語等實用

的技能。這種取態或許與青年初出茅廬有關，他們

大多還未確定自己的職業路線，因此希望先評估

工作的發展空間，再決定會否留在該行業或提升

專業技能。另外一位從事保險行業的受訪者則希望

考取與職業相關的牌照，但考試因疫情而取消，

打亂了他和一些同事的進修計劃。

《青年備註》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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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關，對長遠前景
並不太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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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對政府的看法
與其他地方相比，香港的防疫工作算得上是成功，

儘管未能完全把病毒拒之門外，但也避免了大規模

社區爆發。談起政府的表現，受訪青年欣賞果斷停

課的決定，讚揚當局賣力宣傳防疫措施，但認為還有

不少改進空間。

大部分受訪青年都不太滿意政府處理疫情的手法，

認為政府反應太慢和沒有聽取民意。有兩位受訪

青年直指香港防疫工作的成功是因為社會努力，

與政府無關。有受訪青年不滿「封關」太遲，覺得

當局沒有把香港人的利益和健康放在第一位，也有

受訪者提到醫護罷工一事，不贊成有關部門對參與

工業行動的醫護人員「秋後算賬」。政府近日宣布

向全港市民派發可重用口罩，有受訪大學生認為

這是亡羊補牢，一位受訪在職青年則對當局現在

才發放口罩非常失望。

青年對政府應對疫情的不滿與今年一、二月的搶購潮

不無關係。當時口罩和消毒酒精等長期缺貨，受訪

青年當中不少都無法購得防疫用品。有的只能依靠

當醫護人員的家人，把每天獲發的兩個口罩省下一個

供家裏其他成員使用；有的則須以300元購買200毫升

的消毒酒精。數位受訪青年因此都不約而同地說，

如果能夠回到疫症爆發初期會多買口罩。有受訪

青年把香港「一罩難求」的境況與澳門和內地等

鄰近地區相比，指出政府應該在疫情初期介入，

穩定供應，確保所有市民都能買到口罩。

去年六月開始的反修例運動，在今年二、三月似乎

有緩和的跡象，但不少受訪青年都認為衝突將在疫情

受控後重新出現。正如一位受訪者指出，民怨一直

沒有減少，甚至因為政府抗疫不力而有所上升。

有數位受訪者均表示政府並沒有解決任何核心

矛盾，有受訪青年更批評政府用「嗱喳招」抹黑

示威者的行為令事情惡化。對於疫情後的社會

運動，有受訪青年擔心中央政府會收緊對香港的控

制，所以不太樂觀。有受訪者估計經濟下行會讓示

威者的顧慮更多（如擔心失去工作），參加三罷的

人數將會減少，模式亦會從大規模示威，轉為以

流水式抗爭和網上文宣為主。反修例運動引致的

衝突，也令不少青年反思如何自處。有受訪中學生

本來打算留在香港升讀大學，但現在卻選擇到

其他地方升學，另一位受訪中學生則覺得自己的

未來不在這裏。

為甚麼青年會考慮離開香港呢？這也許和他們在

社會運動爆發後遇到的目光有關。有受訪青年

表示，自己不少朋友儘管沒有在公司表達過政見，

他們都會因為年紀而自動被歸納為「黃絲」、「搞事

份子」，工作量上可能會比其他人多。他亦透露

一些認識的主管級人員表示，未來數年都不打算

聘請剛畢業的香港大學生，更傾向接受內地學生

或已畢業數年的香港青年。他擔心這種情況會令

香港學生感到氣餒，又指出上一代不明白這代

年輕人「生存得幾辛苦」，向上流時要面對更大的

困難。另一位受訪青年則將青年的困境與社會運動

扯上關係，形容《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對找不到

工作、前路茫茫的青年來說，是要把他們唯一剩下的

東西（自由）也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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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苦中作樂，疫境中的樂天一族
隨着新冠肺炎新增確診個案減少，香港社會也逐漸回到疫症來臨前的模樣。然而，

正如 2003 年的 SARS 令我們學會了身體不舒服要戴口罩，這次疫情也會在我們的

生命裏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這痕跡未必一定負面，不少青年在訪問中都分享，

這段日子的經歷讓他們更珍惜自己擁有的一切。有受訪專上學生說，這一學年大部

分時間都是網上學習，如果明年能夠回校將會更認真上課，好好體驗學院生活。有

受訪在職青年則希望疫情結束後，可以去那些以前沒有到過的香港景點。

疫情陰霾下，每個人有時都會感到擔憂和傷心，受訪青年也不例外，但他們樂觀的

態度令人印象深刻。當請受訪者分享疫情期間不開心的事情時，最常聽到的回答是

「沒有甚麼不開心的事」和「雖然有時候會不開心，但我都可以自我調解」，更主動

分享這段時間生活中的「小確幸」。面對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年輕人發揮靈活、

有創意的優點，善用新科技減低防疫措施帶來的不便，也表現了出色的抗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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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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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tion 創世代香港

恒生-聖雅各福群會青年職學平台-「I am ...」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遊樂場協會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學友社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陳宇謙先生    研究員

    angus.chan@mwyo.org

關注MWYO最新動態：

    www.mwyo.org             www.facebook.com/mwy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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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聯絡      林慧茵（J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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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9550 8018         
    jess.lam@mwyo.org

謝瑋倫（Alan）      
 +852 2508 5177         
 +852 9736 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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