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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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東京奧運終於在延後一年後成功

舉行，這項盛事在香港掀起一股熱潮，香港

奧運代表隊亦以1金2銀3銅創下了歷來最佳

成績。而9月則是開學季，不少學校為了確保

師生在疫情下能夠安全上學都引入了防疫

措施。MWYO青年辦公室於9月15至29日

期間特意訪問了20位學生和在職青年，了解

奧運和校園防疫等議題對他們的影響。

的姿態，她為了賺錢治好母親的病而接觸跳水的

經歷亦令受訪者感觸良多。一位中學生則與全紅嬋

是同鄉，因此對她特別有印象，也希望如果國家奧運

代表隊有朝一日訪港可以與她有面對面的接觸。

承接奧運熱潮，不少受訪青年都說社會整體對殘疾人

奧運會的關注度比往年要高，但始終不如奧運。

究其原因，有大學生表示殘奧各項運動的分級制度

複雜，某些項目的規則也與非殘障運動略有出入，

這些都影響了比賽的觀賞性和代入感。另一位在職

青年指出，提供殘奧賽事直播的媒體較少，加上同期

身心健康
奧運在青年間掀起運動熱潮
受惠於政府斥資購入 2020 東京奧運香港地區的

轉播權，今屆奧運會出現了「五台聯播」的景象，

讓市民能夠觀看更多賽事。大部分受訪青年都有

關注今屆奧運，有的甚至回家後基本上除了奧運賽事

不會觀看其他電視節目。與以往幾屆相比，不少

青年都表示這次奧運整個社會的氣氛相對雀躍。有

中學生認為這是因為經歷了過去幾年的社會動盪，

大家都希望有一個能夠重新團結社會的契機，而

香港奧運代表隊充當了這個角色，不同立場陣營的

市民都希望港隊運動員能夠奪得獎牌。

有大學生特別留意國家運動員在乒乓球和跳水等

傳統強項中的表現。而在眾多國家運動員中，很多

青年都對年僅14歲的奧運跳水金牌得主全紅嬋的

印象最深刻。一位受訪者以「完美」來形容她跳水時

重新
團結社會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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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將難以為繼。另一位在職青年則指今次港隊

奪得佳績的項目中如劍擊等在香港的場地和配套

有限，即使不少人有興趣接觸也未必有這個機會。

坊間出現不少討論度較高的電視劇和電影，減弱了

大眾對殘奧的關注。一位受訪者則提到了 8 月初

上映的《媽媽的神奇小子》，認為與殘奧相比，這部

電影更能引起市民對殘疾人運動的關注。

受這場四年一度的體壇盛事影響，不少受訪者都說

自己近期運動的次數有所上升。一位應屆大學畢業生

表示奧運重燃了自己對運動熱情，觀看游泳賽事後

會主動在網上搜尋各種泳式的竅門，希望能提升游泳

技巧。另一位大學生則說賽事期間會一星期三晚與

一群朋友相約跑步，身邊也有朋友在香港游泳隊

取得佳績的影響下馬上到游泳池游泳。對不少青年

來說，奧運是一個讓他們認識一些相對冷門的運動

的機會。一位受訪青年便因此對花劍產生興趣，打算

在空閒時參加一些劍擊體驗課程。另一位受訪者亦

說留意到張家朗在花劍項目為香港奪得奧運第二金

後不少人都希望嘗試這項運動，不過他反而對這屆

奧運新增的運動攀登更感興趣，認為這種不需要和

別人競爭的個人運動更適合自己。縱然奧運燃起了

港人對運動的熱情，可是，不少青年都認為難以

持續。一位大學生相信熱潮短時間内會讓更多人嘗試

不同運動，但除非他們本身對運動已有一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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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同意追星應理智
過去幾個月裏在社會上引起熱話的除了奧運還有

追 星文化。對於這股熱潮，有大學生表示這是

張國榮時代後難得一見的景象，反映了更多人開始

重新留意廣東歌。另一位受訪青年亦樂見香港人

再次支持本地藝人，認為這有助低迷的社會氣氛

注入新動力。不過受訪者都強調追星需理智，不應

過火。以一位青年為例，他認為追星時須尊重對方

的私隱，不能侵擾到別人的私生活甚至公開他們的

私人行程。另一位受訪者則覺得不應因偶像受到

批評就對別人惡言相向。一位中學生過去幾年間

在購買喜歡的歌手的唱片和演唱會門票上花費了

約2,000元，但自認與朋友相比並不算特別沉迷。

他的一位同學將大部分金錢都花費在支持自己心儀

的偶像上，即使放學後會工作賺取額外收入，但存款

還是不斷下降。

的做法在某程度上是剝削了同學的權益。另一位

大專生則指出除非校方願意為接種疫苗後出現的

副作用負責，否則不應強制學生接種疫苗。不過

亦有受訪者表示現時流行的Delta變種病毒傳染性

強，強制所有師生接種疫苗無疑會令校園更安全。

為了進一步提升疫苗接種率，早前政府向所有12歲

以上人士開放「即日籌」在社區中心接種疫苗，但

青年普遍認為作用有限。正如一位受訪者指出，

如果一個人本身對接種疫苗沒興趣，可以即日接種

教育
學生願意接種疫苗，但強調應出於
自願
9月是傳統的開學季，受疫情影響，今年不少院校

都大力鼓勵學生回校前接種新冠肺炎疫苗，有的甚至

要求接種疫苗後才能享用某些設施或參與活動，

然而這類措施並未能增加青年接種疫苗意願。儘管

這期《青年備註》中所有受訪學生均表示已接種

疫苗，但只有一位中學生是受到學校因素影響（校方

要求所有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前必須先接種疫苗）。

總體來説，受訪者大致認同院校鼓勵學生接種疫苗，

但強調須尊重學生的意願。以一位大學生為例，

他認為校方要求學生必須接種疫苗才能進入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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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得會改變他們的取態。另一位青年則相信

「即日籌」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長者，因為網上預約

接種疫苗對他們來説有一定的難度，而又未必能夠

找到人協助填寫資料。一位中學生的家人透過

「即日籌」在一家較受歡迎的社區中心接種疫苗，

認為措施能夠便利市民。

學童須減負，但難單靠政策
近日內地政府接連推出如禁止校外補習班、取消

小一、二年級的筆試等措施，希望能為學生減輕

負擔。在香港，不少受訪者亦認同學童有減負的

必要。一位大學生便指出在DSE制度下教育偏向

「填鴨式」為主，要求學生背誦大量知識和追求高分，

加劇了他們的壓力。另一位在學青年也說不少學生

在課時外還需要上不同的補習班和興趣班，根本

沒有休息的時間。不過當被問到應否仿效國內實行

「雙減」（減少作業和校外補習）時，大部分受訪者

均指在香港難以透過此類辦法為青年減負。正如

一位學生指出，現時家長大多懷着催谷的心態希望

子女贏在起跑線，如果這種風氣不改，有關部門的

任何減負措施的作用十分有限。另一位受訪者亦

同意這種說法，並指出即使禁止補習班，家長也會

為子女安排其他的培訓活動和興趣班。要改變這種

觀念，有青年建議校方可鼓勵學生參與更多課外

活動，讓他們明白不是只有讀書這一條路，可以發掘

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才能。另一位學生認為學校應

幫助學生培養更多學習以外的興趣，他提出政府

可以考慮舉辦更多暑假交流團，令年輕人可以增廣

見聞。

除了學習壓力，近期內地亦宣布限制未成年人打電子

遊戲的時間，以保護他們的身心健康。一位大學生

認為學生的自制能力較差，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沉迷

電子遊戲，因此認為香港可考慮引入類似政策。但

他笑言只能在週末及假日每天玩一個小時電子遊戲

有點嚴苛，起碼每天兩小時才算比較合理。不過，

也有受訪者覺得這類措施的出發點雖然是好，但他

擔心未成年人會借用已成年親戚的身份去繞過這

限制。此外，他不贊同政府透過立法規管的強硬

方式插手青年打電子遊戲的習慣，認為當局應給予

年輕人自由分配空閒時間的權利，但可以為他們在

電子遊戲以外提供更多的活動選項。另一位大學生

則以英語為遊戲語言的策略遊戲作為例子，指出

電子遊戲可以訓練學生的思維甚至外語能力，因此

不應該將其視之為「惡魔」，忽略了它對青年學習

的重要性。

希望子女
贏在起跑線

電子遊戲可以訓練學生的思維甚至外語
能力，因此不應該將其視之為「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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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
告別「996」，減少過度加班
近年內地習慣以「996」（早上9時上班，晚上9時

下班，一星期工作 6 天）來形容當地的加班工作

文化。在香港，縱然「996」一詞未算普及，但

加班文化也與內地不遑多讓。以一位廣告業工作者

為例，他平日工作從早上9時開始，忙的時候可能

要到凌晨才下班，甚至連週末也要花幾個小時完成

工作。另一位受訪在職青年則指職場上不少人將加

班和升職扯上關係，認為超時工作有助博得上司的

賞識。

面對這種情況，有青年認為可訂立最高工時，從

根本消除加班文化。另一位受訪者亦贊成引入最高

工時或標準工時的制度，並提議對不遵循相關規條

的僱主罰款。一位在職青年則希望政府能夠帶頭

減少工作時數，甚至引入四天工作週，吸引更多

企業仿效。大部分受訪者均認為有關部門就工作

時間訂立清晰指引將有助緩解加班的風氣，但也有

不少擔心隨着在家工作越來越普及，僱主會要求員工

把未完成的工作帶回家，變成一種「隱形加班」。

把未完成的工作
帶回家，變成

一種「隱形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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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青年期望選舉制度有改進空間
自今年5月香港立法落實改革選舉制度後，相繼有

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因「不信納符合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作出損害或傾向損害

《 基 本法》中以特首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秩序的

行為」等原因而喪失議員資格（俗稱被DQ）。對於

這種情況，受訪青年都表示不意外，有大學生便

擔心議會聲音將不夠多元。一位在職青年也認為

新制度下「愛國」的定義不太清晰，令大部分市民

難以適從。

相反，亦有青年認為改革選舉制度後議會和政府間的

對立減少，社會氣氛有所緩和，儘管議會上缺少了

某種聲音，但目前為止改革並沒有影響他對選舉制

度的信心。他表示新制度剛開始推行，估計需要

一段時間才能客觀評價這次改變帶來的影響。不過

他也指出現時社會的撕裂太嚴重，讓大家先冷靜

下來再討論如何在議會上融入更多不同的聲音未嘗

不是一件好事。

當被問到認為新的選舉制度有甚麼改進空間時，有

青年表示選舉制度改革後安全系數提升不少，在此

前提下希望當局能夠按照《基本法》，逐步向普選

的目標邁進。有受訪者則期望往後立法會中可以

加入更多民選議席，而選舉委員會亦應考慮擴大

選民基礎，在各界別引入更多個人票。幾位受訪

青年皆認為，讓更多不同派別進入議會將有助加強

市民對新選舉制度的信心。除了在選舉中增加民選

元素，讓不同政治取向的候選人得以「入閘」外，

有大學生亦建議政府各部門可以更加積極聆聽和

回應民意，提高施政效率，從而令港人重拾對當局

的希望。

改革選舉制度後議會和政府間的
對立減少，社會氣氛亦有所緩和

把未完成的工作
帶回家，變成

一種「隱形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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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的回應：一位港隊教練的
看法
青年大多表示奧運會點燃了大家心中對運動的

熱情，但同時亦擔心社會上對體育界的關注未能

持久。這次《青年備註》因此特意邀請了一位香港

奧運代表隊教練回應他們的看法。

這位教練盛讚政府在這屆奧運會選擇斥資購入轉播

權供所有電視台使用，認為對提升社會對奧運及港

隊運動員的關注度有很大幫助。他解釋由於不同

的媒體均能夠轉播賽事，因此他們願意花更多的資

源去報道這項盛事，加上港隊運動員發揮出色，取

得驕人成績，令香港出現了難得一見的奧運熱潮。

儘管政府購入奧運轉播權有助提升社會對其的關注

度，但這位港隊教練強調這次只是「特別情況特別

辦」，不應將公帑購入大型體育項目轉播權變成

慣例。他指出體育項目的轉播權是一盤生意，在

一般情況下還是交由市場經濟決定比較好。

對於不少青年在觀看奧運後重燃對運動的熱情，

教練表示這是一個好現象。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

有一個運動愛好，讓自己在香港的生活「不會hea

(懶散）」，並有助發洩精力和宣洩情緒。他亦希望

各個體育總會增加免費的體驗班，讓更多年輕人培養

自己對運動的興趣。下屆全國運動會將由香港、

澳門和廣東省三地合辦，他冀這能夠延續市民對

運動的熱情，而有關部門亦能向體育界投放更多的

資源，為港隊聘請頂級的教練，增加社會各界對

本地運動員的關注度。

有受訪者提到學校應鼓勵學生追求成為專業運動員

作為讀書以外的出路，但這位奧運教練相信大部分

家庭也不會選擇這條路。他指出成為全職運動員

需要長期的鍛鍊，短時間內難以看到結果，相信

能夠堅持下來的並不多。不過，他鼓勵對運動有

興趣的青年可以「兩條腿走路」，一邊讀書一邊比賽

和訓練，在取得一定成績後再決定是否在體育上面

投入更多。此外，他認為各項運動的總會可考慮在

推廣上作出優化，為有志成為專業運動員的學生

提供更清晰的指引。他寄語年輕人多嘗試不同

運 動，找尋自己的強項和愛好，不要一開始就

想着當職業運動員。若果在體育上沒有天賦，青年

也可以發揮自己其他方面的長處，在不同領域為港

爭光。

另類為港
注入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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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重塑社會凝聚力，收拾心情再出發
當談起追星和奧運時，青年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社會凝聚力這個概念。在他們眼中，

這兩股熱潮代表的是一種罕見的團結，讓不同背景的人全心全意為一群人打氣。在過去

幾年間社會嚴重撕裂的襯托下，這樣的和諧更顯珍貴，過去一段時間社會上的各種

變化已令不少人身心俱疲，他們亟待能有一個重新開始的契機，而這次奧運讓他們

看到了一絲香港人可以再次團結的曙光。因此不少年輕人也希望這股正能量能夠延續

下去，為香港注入新的動力，走出低谷。9月對學生來說象徵着新開始，今年9月，

但願能夠重新出發的不只是莘莘學子，還有這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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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生── 聖雅各福群會青年職學平台──「I am…」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

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綜合服務 賽馬會青年幹線

香港遊樂場協會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童軍知友社

學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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