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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備註》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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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MWYO青年辦公室推出了《青年備註》，透過訪談將青年的不同看法和

感受人性化和生活化地呈現。這一年裏，他們經歷了不少高低起伏，當中有歡笑，

有眼淚，有憤怒，也有奮鬥。一年後，MWYO 持續記錄着青年的經歷與想法，

在 5月20日至6月16日期間訪問了20位年輕人，包括高中學生、大專學生和在職

青年，也邀請了一位智庫的項目統籌主任就青年的想法發表意見。

公民參與
大灣區交流未增青年到當地發展的
興趣
近年香港政府積極鼓勵青年投入大灣區建設，踴躍

到區內其他城市工作和進修，包括推出不少相關的

交流計劃，希望提升青年北上意欲。但觀乎受訪者

以往的經驗，交流計劃未必能帶來正面影響。不少

受訪青年均指自己參加過的交流活動大多只是走馬

看花，鮮有與當地人接觸交談的機會。一位大學生

表示中學時期學校安排的交流團大多是以吃喝玩樂

為主的「鴨仔團」，因此對當地文化和生活的認識

其實不深。另一位中學生更直指對他來說這些活動

的重點不是去交流或了解文化，而是能夠與朋友

一起旅遊。即使如此，參加過交流活動的青年大多

對祖國的萬里河山有印象。一位中學生曾隨學校

乘車到廣州交流，沿途美麗的風景為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更甚者，對部分青年來說，這些交流團讓他們往後

更不願意往大灣區發展。以一位大學生為例，他在

中學時曾到大灣區的企業參觀，從接待人員的口中

了解到內地職場的嚴謹上下級關係和應酬文化，這些

因素都影響了他到當地發展的興趣。另一位大學生

亦同樣提到交流團讓他感受到兩地的文化差異，

令他覺得自己不適合到大灣區工作。

交流團讓他感受到
兩地的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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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選舉制度無損青年投票意願
5月立法會三讀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正式落實新的選舉制度。新制度

下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在組成上取消了區議會議員

的席位，但也加入了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和內地港人

團體代表等界別。青年普遍認為這項改動令選委會

缺乏社會上的某類聲音，影響其認受性。有在職

青年憂慮組成選委會的組織在提名立法會候選人時

只會考慮自己的利益，未能提拔一些真正為香港

着想的人才。另一位受訪者則指新制度下選委會和

立法會中的非建制聲音預計會大幅減少，擔心這會

令日後的政策向某些方向（如幫助新來港人士)

傾斜，忽略了港人在其他方面的需要。

一位大學生支持新選舉制度擴大選委會，加入更多

界別，但認為不應因此而廢除或減少其他原有界別

的代表數量。另一位專上學生亦表示對選委會加入

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等組織的安排不反感，但他

憂慮新制度下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須經過資格審查，

令選舉變得更複雜，影響對社區事務有興趣人士

參與選舉的意欲。

儘管不少青年均擔心新選舉制度會令議會中的聲音

變得單一，但這似乎無損他們在選舉中投票的

熱情。相反，有大學生甚至指過去數年發生的事情

令他更珍惜自己手中的一票，希望能透過這個途徑

選出在議會能代他發聲的人。但亦有少數受訪青年

認為現時已難以繼續透過議會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此投票的意欲有減少。另一位大學生則批評近年

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泛民主派候選人的競選宣言大多

流於口號，鮮有真正能惠及香港的政策建議，因此

明言12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即使投票也打算投白票。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擔心這會令日後的政策
向某些方向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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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放寬防疫措施未有改變青年對疫苗
的猶豫
隨着本港疫情進一步緩和，政府於4月底宣布放寬

防疫措施，允許派對房間、卡拉 OK 等娛樂場所

重開，但所有員工和顧客均須已接種至少一劑新冠

肺炎疫苗，顧客在光顧時亦須使用安心出行。政府

在宣布有關放寬時表示希望能夠藉此提供誘因，令

更多人接種疫苗。然而大部分受訪青年均認為這些

誘因未能助其克服對疫苗的猶豫。正如一位大學生

所說，自己在疫情爆發後就已經沒有去過卡拉OK

等場所，這些地方亦非必去之地，不會因此而無視

疫苗的健康風險，馬上接種。一位在職青年進一步

指出酒吧、卡拉OK等均有替代品（如邀請朋友到

家中小酌、購買「唱K神器」），減弱了這些誘因的

效用。有中學生則批評政府過早放寬防疫措施，不但

未能驅使更多人接種疫苗，反而有機會導致新一波

疫情爆發。

被問及影響疫苗接種的因素時，大部分受訪青年均

表示健康和疫苗的安全性是他們的主要考慮。有

青年不諱言近期本地確診數字偏低令他覺得接種疫苗

的風險大於其保護作用，影響了他的接種意欲。

一位中學生亦表示考慮接種疫苗只是為了保障

自己，與誘因無關。此外，他留意到大部分副作用

均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出現，因此對是否接種第二劑

疫苗依然有一點顧慮。

除了放寬防疫措施，政府4月底亦宣布擴展「回港

易」計劃至廣東省以外的內地其他省市，讓更多港

人在回港時可以豁免14天的強制檢疫。有受訪者

認為措施可以方便因為工作需要而經常往返內地的

人，對協助本港經濟復甦有幫助，但他亦擔心計劃

會造成防疫缺口，引發新一波疫情。另一位青年亦

認為當局不應全面豁免「回港易」人士強制檢疫，

但可以縮短檢疫期。除此以外他亦希望政府能夠

積極與內地有關部門接洽，爭取港人進入內地時

亦能豁免或縮短檢疫。

疫情下青年偶爾孤獨，但不抑鬱
近日有研究發現近半 12 至 24 歲青年感到孤獨，

認 為這和疫情下青年面對面社交的機會大減有

關係。不少受訪青年也承認間中會感到孤獨，但都能

透過自己的方法應對。以一位大學生為例，他情緒

低落時會選擇看小說或電視劇，暫時忘卻現實中的

煩惱。另一位大學生則會透過寫日記整理思緒。

接種疫苗為了保障
自己，與誘因無關



7

《青年備註》第七期

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興趣

近年社會上有聲音希望政府能夠更大力保存中華

傳統文化，不少受訪青年對此亦表示支持。漢服、

書法、戲曲⋯⋯這些都是中華五千年歷史中流傳

下來的精髓，值得被珍惜。有中學生學習過紮染和

舞獅，他認為這些並不只是傳統工藝和活動，更是

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值得香港人去傳承。另一位

受訪者則認為古蹟最值得大家去認識和保護。

不少青年認同保育中華傳統文化，但只有相對少數

認為政府應對此大力推廣。一位受訪者以中國戲曲

為例，表示當局可以透過不同方式讓更多香港人

了解這種藝術形式，但不宜過度，例如要求所有

學生學習戲曲。另一位在職青年亦指在目前的政治

氣氛下討論任何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包括推廣傳統

文化）均是敏感，因此建議當局在宣傳時須注意

手法，避免引起公眾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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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對應否規管補習時間意見不一
香港、南韓等地補習風氣盛行，每天在補習社待至

晚上八、九時的學生不在少數。近年越來越多地區

關注長時間補習對學童的影響，內地教育部於四月

要求所有校外培訓機構（如補習社等）的培訓結束

時間不得晚於晚上八時半，讓學生有足夠時間

休息。對於香港應否引入類似措施，一眾受訪者有

不同意見。有大學生曾補習至晚上 11 時，他以

「瘋狂」來形容現時的補習風氣，認為規定補習結束

時間將有效保障學生的休息時間。但有從事中小學

教育行業的受訪者擔心類似措施對減輕學童壓力，

以至獲得有效休息的幫助不大。他指出香港存在着

「贏在起跑線」的競爭思維，補習風氣只是其表象

之一，因此即使規管補習時間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一位大學生則指，現時補習社還有功課輔導的

作 用，要求其提早關閉反而有機會令學童求助

無門，加重他們的壓力。

不滿大學暫停代收學生會會費
近期不少大學都相繼宣布暫停為學生會代收會費，

大部分大學生受訪者都對此表示不滿。有大學生

批評這是因為校方不滿學生會的政治立場而施加的

政治打壓。另一位受訪者亦說大學生已經成年，

學校不應透過打壓學生會試圖規管同學的想法。

受訪青年除了不滿這個決定的政治意味外，亦擔心

學生會的日常運作和學生福利會受影響。一位受訪者

認為學生會是校方與學生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

這次舉動無疑會影響雙方的互信和合作。另一位

大學生則指出學生會為同學提供如場地租借和舉辦

活動等日常服務，如果未能有效運作將對校園生活

有重大影響，也令學生能享受的福利減少。

強行灌輸理念會有反效果
4 月 15 日是《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的第一個國家

安全教育日（國安日），不少學校當日舉辦了各種

活動，希望增加學生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和國民身份

認同。有受訪者的中學為此舉辦了問答比賽，但他

坦言自己沒有積極參與。另一位中學生的學校也有

類似比賽，但大部分學生只是從網上抄襲正確

答案，有老師甚至認為有關活動浪費了教學時間。

除了問答比賽，有學校則選擇在班主任課上由老師

講解國安日的來源和意義。

儘管有青年同意這些活動增加了他對國家和國安的

認識，但大部分受訪者均說自己的國民身份認同

沒有因國安日而提升。一位受訪者表示在國安日的

一系列活動中校方以過分強硬的手法試圖向學生

灌輸「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這種做法卻令他更

珍惜自己「香港人」的身份。另一位中學生亦認為

國民身份認同需要人民發自內心為祖國感到驕傲，

強行灌輸相關理念反而會有反效果。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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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
工作性質和薪金是暑期工兩大考慮
每年七、八月都有不少學生透過短期工作賺取收入

和累積經驗，本期《青年備註》中的受訪在學青年

大多表示正在尋找或已經找到暑期工。在挑選合適

的工作時，不少青年指出工作收入是重要的考慮

因素。一位應屆中學畢業生坦言，需要透過暑期工

來支付九月升讀大學時的費用，另一位打算在暑假

經營網店的中四生亦希望能夠儲起足夠的金錢作

大學學費，不用父母承擔。

受訪者物色的暑期工大多與自己專業相關。一位打算

在大學修讀電腦科學的中學生便在尋找電腦銷售員

一類的工作，在賺取收入的同時能夠增加自己的

電腦知識。一些修讀如社工等學科的大學生則因為

課程需要而在學校安排下到相關機構進行實習。

大部分受訪者均是透過學校安排找到合適的暑期

工，但這並非唯一的辦法。有大學生加入了一個

通訊軟件群組，該群組會不定時發放一些兼職崗位

的資訊，他亦透過此途徑當過臨時演員等較特別的

職位。

認同內地發展潛力，但仍傾向留港
近年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認為香港青年不應將自己

局限在這一城之地，而是應該放眼神州，考慮到

大灣區或海南等地尋找更好的機遇。事實上，不少

青年認同內地的發展前景相對較好。一位從事市場

營銷的青年指內地的企業規模較大，資金亦更

充裕，發揮空間無疑比香港大得多。另一位任職保險

精 算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所 屬 行 業 於 內 地 尚 在 初 始

階段，青年選擇北上發展容易獲得較高級的職位，

能夠參與公司重要決策的機會亦較大。有在職青年

則注意到國家近年大力發展大灣區，認為更多青年

往當地發展是大勢所趨，自己如果遇到合適的工作

機會亦不抗拒北上。

受訪青年對大灣區的經濟前景偏向正面，但對近年

急速發展的海南的看法則相對中性。這與他們對其

認識不深不無關係。當被問到對海南的印象時，

大部分青年也笑言只想到海南雞飯。到過海南旅遊

的青年覺得當地景色秀麗，但記憶中衛生和治安

情況都不算特別好，也沒有特意了解當地有甚麼

工作機會。另一位青年隨青年組織出席海南博鰲論壇

時留意到當地有不少空置住宅和商廈，他認為這是

發展過快跡象，因此擔心機遇未必如想像中多。

儘管不少青年認為青年在內地的機遇更多，但只有

極少數受訪者打算到大灣區或海南等地發展。這是

因為在選擇工作地點時，青年除了薪金和前景，還會

考慮親友、文化等經濟以外的因素。以一位公關

行業工作者為例，他認為大灣區的發展機會較多，

但因為家人都在香港，所以暫時依然傾向留港。

一位修讀電腦科學的大學生亦有類似想法。他坦言

所讀專業在大灣區的待遇更高，但即使薪水較低

也會選擇畢業後在港工作，主要是因為朋友和家人

都在香港，而且他擔心在缺乏人脈的情況下難以在

大灣區找到心儀的職位。

擔心機遇未必
如想像中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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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舒適圈
尋找適合的機會

持份者的回應：
來自智庫項目統籌主任的看法
青年普遍對前往內地發展卻步，這期《青年備註》

特意邀請一位智庫項目統籌主任來回應，他本身

是一名大灣區研究學者，也有舉辦內地交流團的

經驗。

談起青年大多認為內地交流團只是走馬看花，他

承認現時類似情況不算罕見，而這也可算得上是

一種「文化差異」。他指出交流團的內地接待機構

往往希望向參加者呈現當地最好的一面，因此會把

行程弄得相對緊湊和豐富，將重點放在吃喝玩樂

上，卻犧牲了更深入認識當地風土人情的機會。

正因如此，他認為香港青年應該採取更積極的

態度，在出席交流活動時主動向嘉賓發問，也要

養成反思的習慣，將在交流團中觀察到的事物記錄

下來，思考內地的發展與自己的關係。除此以外，

他亦鼓勵青年如果真的有興趣了解內地的情況，可以

參加不同機構提供的實習計劃，這類計劃為期

較長，參加者更能深入地體驗當地生活。

對於不少受訪青年均表示無意到內地發展，這位項目

統籌主任並不意外。他坦言與內地青年相比，香港

青年大多習慣留在自己的舒適區，到其他地方上學

或工作的意願也比較低，因此預期只有相對少數的

精英會有興趣到大灣區等地尋找機遇。但即便

如此，他也認為各界可以更多地釋除青年回內地工作

的顧慮。他以自己所屬的機構為例，指出其近年

積極與來自內地的世界500強企業合作，提供實習

機會予香港青年，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好的起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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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青年對內地的糾結
受惠於政府和其他團體近年的大力宣傳，香港大部分青年對內地也許說不上非常熟悉，

但也絕對不陌生。言談中不難聽出他們對內地某些方面的欣賞：當地秀麗的風景、急速

的經濟發展、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育和傳承，無不令青年印象深刻，然而這些正面評價

卻往往未能轉化成他們北上發展的動力。

會出現這種情況，與不少青年對內地感覺疏離不無關係。在他們眼中，內地只是一個

毗鄰地區，其獲得的成就固然讓人欣喜甚至豔羨，但也僅此而已。大部分青年均不認為

自己能夠參與到大灣區等地的發展之中。誠然現時政府已有不少計劃幫助有興趣的青年

北上尋找機會，不過在對當地的文化和生活缺乏了解的情況下，他們大都不願意離開

親友到一個新的地方工作。

要釋除港人到內地發展的疑慮，這次受訪的項目統籌主任承認各界可以做得更多，但他

也強調青年不用過慮。他以廣州天河區為例，指出有不少香港人在當地創業和居住，認為

青年毋須太擔心會認識不到「同聲同氣」的朋友。此外，現時亦有不少內地政府部門和

非政府組織會為香港青年提供協助，因此他希望更多年輕人能夠有更長遠的目光，走出

自己的舒適圈，尋找適合自己的機會，投入內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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