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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備註》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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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困擾香港一年多的各種政治爭議，似乎

在這一個月間暫告一段落。執筆之時，第四波新冠

肺炎疫情受控、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

決定、課程發展議會完成通識課改革，一切塵埃落

定後的香港，看來已經不再一樣。面對這個既熟悉又

陌生的城市，青年到底何去何從？MWYO青年辦公室

在 3 月 7 日至 29 日期間訪問了 19 位年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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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參與
宣誓、「愛國者」、新選舉制度：
青年位置何在？
3月，全國人大通過決定，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加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和立法會「選舉委員會」

界別議席。政府亦將《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提交至立法會進行首讀和

二讀，打算將區議員納入宣誓範圍。這些改革令

不少青年擔心日後社會上聲音會變得單一，市民更難

表達意見。有大學生批評改革後的「有香港特色的

新的民主選舉制度」是要將議會變成「一言堂」及

「橡皮圖章」。另一位受訪者則恐怕新制度下的

「忠誠反對派」只會在無關痛癢的地方對政府施政

略作批評，而不敢要求大幅改革或投反對票，令

議會淪為「投票機器」。有中學生預期新制度下

議會內不會有反對派的存在空間，並指這樣會嚴重

削弱議會的認受性，增加市民對其的不信任。

面對新的選舉制度，有受訪者擔心日後青年參與

選舉的權利會被剝奪，更難在議會內發聲。一位

中學生指出，新制度下議員被裁定違反宣誓在五年

內不得參選的規定將對其政治生涯造成沉重打擊，

有意進入議會的反對派人士或會因此卻步，導致

議會內只有一種聲音。

不少青年都認為新選舉制度會收窄言論空間，但也

有受訪者對改動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有大學生期望

改革後的立法會能加入更多專業和勞工界別的

代表，降低工商界在議會內的影響力，令討論如

侍產假等議題時，勞工能有更大話語權。另一位

在職青年認為現時談論改革為議會帶來甚麼影響是

言之尚早，打算先觀察下屆選舉有甚麼人能夠參選

才考慮是否放棄以投票表達意見。一位中學生則

相信即使新制度下，議會內依然會有少數人士堅守

本心，不受政治環境影響，堅持發表自己的意見。

聲音被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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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財政預算案與我無關
2 月發布的《財政預算案》一如既往在社會上引起

不少討論，當中各項「派糖」措施更是關注重點。

然而，在不少學生眼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對其生活的影響不大。以一位中五學生為例，未滿

18歲的他無論是消費券、稅務寬免，還是代繳文憑

試考試費均與其無關，因此感受不到預算案對他有

直接幫助。一位大學醫科生亦指今年的「派糖」措施

對他幫助不大，而其關心的醫療、教育、創科等

範疇也沒有獲得太多撥款，直言對預算案感到失望。

相比之下，在職青年受惠更多，對《財政預算案》

的評價亦較高。一位受訪者指電費補貼、消費券等

對他有幫助，也樂見政府推出不少振興經濟的

方案。另一位經營網店的大學生亦受惠於寬免商業

登記費的措施。然而也有職青沒有詳細了解預算案

的內容，對其印象只有5,000元的消費券。

今年《財政預算案》將焦點放於振興經濟上，青年

都表示無可厚非，但青年元素近乎絕跡，卻讓他們

多少有點失望。一位從事青年工作的社工認為當局

過分強調與大灣區的融合，容易讓青年覺得香港沒有

供他們發展的空間，減弱他們留港的意願。另一位

大學生則指預算案在教育和創新科技等青年關注的

範疇上着墨不多，令人質疑政府是否願意支持青年

發展。

青年對電子消費券反應冷淡
《財政預算案》宣布將向合資格的 18 歲或以上香港

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發放 5,000 元的電子消費

券，儘管派發方式等細節尚未確定，但此舉在社會上

已引起不少討論。大部分青年均預期消費券在發放上

將不如去年直接派發現金方便，使用上亦會有更多

限制。一位受訪者認為消費券只會讓大財團受惠，

對小店幫助有限。另一位青年憂慮消費券透過指定

電子支付程式發放，如果想使用消費券就必須下

載其中一款，增加自己個人資料外洩的風險。除此

之外，不少青年都擔心家中長輩不懂如何使用消費

券，認為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沒有充分考慮老年人的

需要。

財政司司長期望消費券發揮乘數效應，激活本地

消費氣氛，然而青年大多表示不會因為消費券而

增加購買慾。一位準備搬家的受訪者本打算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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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為新居添置傢俱，但他提到目前媒體消息大多

指消費券將分期發放，並須在當月用完，認為類似

限制令市民難以單憑消費券購買價格較高的商品

(如電視），所以只會將其用於支付日常開支。一位

大學生亦認同「月月清」的模式麻煩，笑言如果

想用消費券購買手提電話，可能需要與店家商量

分期付款。

身心健康
青年對抗疫工作有疑慮
香港政府在 2月底正式開展新冠肺炎疫苗接種

計劃，截至 4 月 20 日已有超過 75 萬人接種第一劑

疫苗。訪問期間大部分青年尚未符合接種疫苗

資格，但他們的參與意欲也不算強烈。有受訪者

提到了疑似接種疫苗後死亡的報道，指出即使當局

已澄清個案與疫苗並沒有直接因果關係，但市民心

中多少會有一點恐慌和疑慮。另一位青年亦因擔心

副作用而暫時不考慮接種疫苗。

青年不但擔心自己，也憂慮長輩接種疫苗後出現

不良反應。不少受訪者都表示家中長輩身體多少有些

小毛病，因此會建議他們暫時不要接種疫苗。一位

大學生更質疑政府安排 60 歲以上人士優先接種的

安排是否合適。他以科興疫苗為例，指出在疫苗接

種計劃初期，該款疫苗只有少量 60 歲以上人士的

臨床數據，內地亦只建議60歲以下人士接種，認為

香港當局鼓勵長者接種疫苗是拿他們「較飛」。

為釋除市民對新冠肺炎疫苗的疑慮，包括行政長官

在內的一眾高級官員和議員帶頭接種科興疫苗，但這

並未能增加青年的接種意願，有的受訪者甚至質疑

他們接種的是否該款疫苗。一位學生則表示與社會

賢達相比，身邊朋友接種更能影響自己的決定。訪問

期間，社會上有聲音提議政府推出疫苗護照，為

接種提供誘因，但青年均認為此舉對其影響不大。

除了對疫苗存在疑慮，青年對政府的「安心出行」

同樣不甚信任。自2月中旬起，市民進入大部分餐廳

及娛樂場所（如戲院、健身室、美容院等）時均須

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或填寫個人資料。儘管前者

較後者方便，但受訪者中僅有極少數使用該應用

程式，有的甚至明言除非不下載「安心出行」會被

罰款，否則不會下載。青年不願意使用該應用程式

主要是擔心會導致個人資料外洩，有學生因此建議

當局公開「安心出行」源碼（source code）讓市民

檢視，釋除公眾疑慮。

「派糖」對青年
幫助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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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節日慶祝
去年農曆新年，儘管香港已出現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市民亦開始搶購口罩等防疫物資，但各項新年活動

(團年飯、拜年等）仍能大致上如常進行。然而，今年

的農曆新年正值第四波疫情，在二人限聚令、晚市

禁堂食等防疫措施下，不少青年都表示節日氣氛

不如往年。有大學生一家取消了團拜，也未能親身

探望住在安老院的長輩，只能透過電話拜年，擔心

長輩孤身一人過節會不習慣。一位中學生表示，過往

農曆新年間有離港旅遊的習慣，但今年只能留港。

另一位中學生指以往會隨母親到內地親戚家過年，

今年不但未能成行，甚至連到外面吃團年飯亦因

限聚令而無法辦到。有青年的家庭則選擇繼續維持

團拜的習慣，但不在家中舉辦大食會，令節日氣氛

大減。

值得慶幸的是，青年收到的利是似乎沒有因為減少

拜年而受太大影響。有受訪者因為不能四出拜年，

「收入」有所下降。但有青年指出這一年以來，大家

都已習慣了疫情下的生活，與去年相比更加願意到

親友處拜年，收到的利是反而有所增加。受訪者

大都打算將利是錢存起來，一位中學生更表示母親

從小就教導他將收到的利是和利是封一併儲起，保存

利是中的福氣。

慶祝活動被影響的除了農曆新年，還有情人節。

有在職青年不能與伴侶出外吃飯，只能在家裏自製

浪漫晚餐，卻也因而節省了數百元。一位學生則說

疫情下不少場所如戲院等都須關門，因此無論是

慶祝情人節還是日常約會，活動都與以往不同。

孤身一人過節
會不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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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 國民教育？
自從政府在 2009 年推行新高中課程起，通識科

便在社會上引起不少爭議。然而隨着課程發展議會

宣布將科目改革和更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並建議教育局今年 9 月於中四級開始推行新課程，

通識科正式步入倒數階段。

對於「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不少受訪者都預期

會對學生造成負面影響。一位大學生估計新學科將

加入大量國民身份認同和認識國情的元素，鼓勵

多角度思考問題的內容則會減少，恐怕會令學生變成

死板的讀書機器。另一位受訪者甚至將新科目與

2012年計劃推行的國民教育相提並論，認為內容只會

對國家一面倒吹捧。一位中學生表示通識科改革後

刪減了與中國相關的負面信息固然有助提升學生的

國民身份認同，但他強調作為國民不應只知道祖國的

優點，亦應明白國家尚有不完美的地方需要改善。

與通識科相比，「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將刪減與全球

化相關部分內容，亦只會保留一份「資料回應題」

試卷。有中五學生擔心這些改變會令老師在教導

學生時過分側重於國情教育和背誦資料上，失去了

通識科鼓勵學生擴闊視野、多角度思考的原意，令

新學科淪為「洗腦教育」。

停課一年，中學大學體驗大不同
過去一年間，香港學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停課中

度過。社會上不少人擔心一年多的停課和網上教學會

影響青年的學習進度，但不少受訪大學生均說今年

考試表現與去年同期相比並未有太大差異，甚至有所

進步。以一位數碼電視與廣播系大學生為例，他已

連續兩年需要透過 Zoom 考試，但今年校方改善了

考試模式，如將其改為開卷考試（open book exam)

和調整題目數量，令他更容易拿到高分。另一位

大學生亦說自己的不少同學已經適應了網上授課和

考試，成績不單未有下降，甚至突飛猛進。

大學受訪者對網上學習的反應正面，但中學受訪者

卻普遍自覺過去一年間有所退步。有中五生坦言自己

在網課期間比較懈怠，學習進度因此落後不少。

另一位學生亦強調網上學習需要很強的自律性，

遇到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問清楚，不能隨便跳過，

否則很容易追不上學習進度。有中學生則表示網課

期間不能親手做實驗，令他較難理解科學理論，

所以他在核心科目上有進步，但物理、化學等選修科

的成績卻下跌。

面對着成績下降，不少中學受訪者都認為學校應

提供更多支援。有中四學生認為須強制老師為學生

補課，追回教學進度，另一位中五學生則期望學校

能夠開放課室讓學生在課時外溫習，並安排老師

當值解答問題。除了提供更多與老師面對面接觸的

機會，有學生亦希望校方能夠善用電子學習資源，

在網上提供更多教材，甚至要求老師上傳影片解釋

一些比較複雜的課題。



9

《青年備註》第六期

青年就業
政府就業支援難以惠及青年
疫情下香港的失業率屢創新高，對青年影響尤甚。

有見及此，政府近年推出不少幫助青年就業的措施

(如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創造30,000個有時限職位

等），但效果似乎未如理想。一位從事社福界的青年

坦言，大部分政府青年就業支援措施普遍面臨着宣傳

不足的情況，他以中學為例，指出現時除非學校或

社工提起，一般中學生根本不會知道當局能為他們

提供甚麼就業支援。另一位青年社工亦說疫情期間

不少青年都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惘，但政府卻未能

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支援，幫助他們尋找出路。

宣傳不足亦令青年對政府的就業支援措施一知

半 解，影響他們對其的看法。以一位大四學生

為例，即將畢業的他表示沒有興趣報考政府創造的

30,000 個有時限職位，主要是因為不清楚當局能

提供甚麼類型的職位，因此更傾向創業或成為自由

工作者。另一位修讀中文系的大學生則誤以為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等只為理科學生提供支援，因此不認為

與自己有關。有在職青年樂見政府透過各項計劃讓

青年在就業上有更多選擇，但他批評現時當局大部分

措施均是針對中學畢業或專上非學位學歷的年輕人，

希望日後能為學士或以上學歷的青年提供更多幫助。

今年《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宣布推出「百分百

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為失業人士提供一定經濟

支援。有社福界受訪者相信措施能為未能向銀行

借錢的失業青年提供保障，令他們不用向一些

非正規的財務公司貸款，但亦有待業青年表示暫時

無意申請貸款，只會在存款用盡後才考慮。

置業仍是青年的夢想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置業彷彿成為了向上流的硬

指標：買樓不單是為了成家立業，更是為了證明自己

已經成為「成功人士」。然而隨着 35 歲以下業主的

數量大減，這個目標對青年來說越來越遙不可及。

一位受訪者認為按照現時的樓價升幅速度，置業將

永遠超越一般年輕人可以承擔的範圍。另一位青年

亦說如果單靠工作收入，一般人可能要四、五十歲

才儲夠首期，七、八十歲才還清按揭，他指置業

不是不可能的任務，只不過完成時生命也已進入

後半場。面對「上車」門檻越來越高，有大學生坦言

已不將此當作追求的目標，而且香港前途未卜，即使

有錢也會考慮移民而不是在港置業。

儘管有受訪者認為置業未必是回報最理想的投資，

但如果有足夠的金錢，大部分受訪青年依然會首選

購買物業。對於這些青年來說，自置物業不但是一個

屬於自己的家，也是一種投資，如果將來需要離開

香港，亦可隨時將物業變賣，用以支付移民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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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的回應：
一位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的看法
面對社會上的各種變化，青年難免對自己的前路感

到迷惘。本期《青年備註》特地邀請一位青年發展

委員會委員接受訪問，以青年工作持份者的角度

回應年輕人的看法。

對於不少受訪者擔心通過新選舉制度後議會會出現

「一言堂」的情況，該位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認為

無需過分憂慮。他指出，無論中央還是一般市民對

新制度下當選議員的要求都會較以往高，因此他

預期來屆議會的議政能力將會大大提升，討論重點

亦不會再圍繞政治爭拗，而是回到民生議題上。

此外，他亦不相信日後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會

減少，反而隨着選委的權力在選舉制度改革後大幅

增加，他認為有關人士將更需要接觸一般市民聆聽

民意，因此他鼓勵有意參與公共事務的青年主動

聯絡選委提出意見，甚至爭取他們的選舉提名。

很多青年在訪問中均表示對政府幫助青年的各種

措施不甚了解，受訪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坦言

有關部門在政策溝通上有不足。他指出當局在推行

青年政策時往往由上而下（top-down），沒有充分

了解年輕人需要，導致結果未如理想。作為青年

發展委員會委員，他表示自己曾多次建議官員主動

接觸青年，聆聽他們的需要，但都沒有得到回應。



11

《青年備註》第六期

努力尋找屬於自己的
一席之地

結語：未來難料，保持良好心態最重要
社會上不少聲音均以「二次回歸」來形容香港近期發生的社會變化，未來的香港會變成

怎樣，誰也説不清楚。這種情況下，青年感到憂慮實在正常不過。很多受訪者都害怕在

「二次回歸」後的香港會找不到位置，但未知帶來的可能是難關，也可能是機遇。受訪的

青發委委員推測，這次改革後社會的焦點應會重回民生議題上，政策制定者也將會更樂於

聆聽民意。因此青年更應趁這段時間裝備自己，調整心態，爭取在新常態下的香港找到屬於

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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