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9 年因反對俗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而引發的社會運動（下稱：反修例運動）深刻地改變了
這座城市的面貌。當中，大批年輕人以激烈的方式向港府、社會各界、以至全世界呼喊着強烈的政
治訴求。為此香港亦付出了沉重代價，數以萬計的社運人士被捕，其中有不少本應是前途無量的莘
莘學子，這不禁讓人再次反思青年政治參與的課題。然而，社會上的討論往往只聚焦在年輕人
激進的思想與行為，以及各種撕裂對立等現象，卻甚少有人注意到在政治紛爭背後，為數不少的
年輕人已把公民參與的能量悄然投進地區層面。他們很多同樣受到社運啟發而開始關心時政以至
周遭的社區事務，但與眾不同的是，他們願意身體力行深耕地區，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社區發展
盡一分力。這份青年參與的潛能若然及早得以重視，將會是今天政治困局下的一點希望，對關心
青年公民參與的各界人士無疑帶來了重要啟示。
有見及此，本研究將集中討論青年地區參與的狀況，並分析歷年來大型社會運動與地區參與之間的
互動關係。當中深度訪問了 15 名熟悉地區事務、了解青年參與狀況，並且來自不同背景和政治
光譜的持份者。他們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和經驗分享，有助我們疏理現時年輕人在體制內、外參與
地區事務時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並提出更符合時代需要、更有效的措施建議以提升青年公民參與的
效能。在此必須先向所有受訪者致上最誠摯的感謝。
MWYO 青年辦公室作為一個以青年為本的民間智庫，我們深信不論政治形勢如何轉變，年輕人都是
社會珍貴的資源，其公民參與的力量都藴含巨大潛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也是青年發展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關鍵是如何善用這股力量。為此，本研究嘗試由地區層面開始，勾勒出一套
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從增加青年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改善地區青年參與
或諮詢活動，以及檢討地區青年活動三方面入手，有策略地縮窄日益增長的青年參與需要和停滯
不前的制度化參與渠道之間的差距。這些討論和研究結果將有助不同持份者在適當的時機參考。畢竟
亂後求治，短期內以強勢法律手段進場也許有穩定作用，但長遠仍要從人心出發，一方面需理性
檢視青年激進化的因由，正視現行制度未能有效疏導青年聲音及作出適當指導的問題，讓制度適當
調節；另一方面，在今日沉重消極的政治大氣候下，給青年一個抒發口，讓他們有機會與體制重建
關係，否則只會埋下更多社會隱患，危機隨時再臨。

郭東旺
MWYO 青年辦公室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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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青年積極參與地區事務，其龐大潛能不容忽視
在新時代下，青年公民參與的形式眾多，其中地區層面的參與在近年逐漸受到社會關注。體制內，
年輕人越來越積極參與區議會選舉。不論是他們的選民登記率、投票率，還是青年當選人佔整體
百分比均有顯著的上升。而政府近年亦有不同政策措施鼓勵青年地區參與，如成立地區青年網絡
計劃和青年活動委員會等。體制外，尤其是經歷大型社會運動後，以年輕人為骨幹的地區組織遍地
開花，社區小報百花齊放，社會服務機構的地區青年工作日益成熟。面對龐大的青年參與潛能，
如何及早將這股能量轉化成有利於社區發展的推力，將會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

有效的制度化參與渠道不足，青年地區參與存在不少挑戰
雖然年輕人對參與地區事務充滿熱忱，但實際上在參與過程中普遍仍面對不少困難。要有效把青年
地區參與潛能轉化為社區發展的積極力量，我們必先疏理這些困難並逐一制訂應對策略。本研究
綜合了 15 位受訪者的經歷和意見，以及政府、報章和社交媒體等資料，歸納出以下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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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目前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時普遍面對的挑戰

體制內（主要渠道有：區議會、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地區青年網絡、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社區參與小組等）

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參與途徑不足

年輕人除了可以主動參選區議員外，其他主要參與途徑如地區青年網絡計劃，他們
均處於被動狀態，需要有關官員或區議員推薦或委任方能加入。

參與門檻過高

區議會選舉競爭激烈，當選後需要高度投入和長期付出，責任重大。至於其他參與平台
或組織架構則並非向所有年輕人開放，委任準則亦欠缺透明度，一般青年難以加入。

影響力有限

區議會仍屬諮詢機構，沒有主導地區政策的權力。其他參與平台如青年活動委員會，
其主要工作乃是統籌及推行青年活動，談不上可以參與制訂地區政策。

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
沒有恆常且廣泛地

當局與地區青年的溝通形式多為非正式諮詢，如飯局茶聚，參加者既非公開招募，也

聆聽青年聲音

非普羅青年授意的代表，反映的聲音不一定具代表性。

其他公眾諮詢

大部分地區諮詢只在社區會堂舉行宣講會或座談會，而且次數不多，青年平日上班上課

不便青年參與

早出晚歸，很容易錯過這些活動。

青年交流會

參加者大部分來自政黨、建制社團和政府屬下的青年組織，並由當局邀請，故未能廣納青年

徒具形式

聲音。交流會的議題和議程事前由局方定好，參加者表達空間有限，反饋機制亦不完善。

地區青年活動
活動資訊零散，

目前欠缺一個完整、及時和容易接觸的活動資訊發布平台，一般青年想了解區內有何

一般青年無從入手

活動適合自己，根本無從入手。

參加青年容易

沒有公開透明和具知名度的活動資訊平台，主辦機構招募參加者時就只能依賴自身

來自同溫層

網絡，變相難以把活動推廣至區內其他類型和背景的青年，讓更多人受惠。

地區青年活動

現有的地區青年活動類型大多為興趣班、外遊交流和嘉年華等，鮮有鼓勵青年認識和

缺少地區元素

關心所屬社區的元素，遑論讓他們參與社區發展。

活動成效如何，

以往衡量活動表現的主要指標是參加人數、活動數目和資助額等數據，卻忽略了質性的

公眾無從得知

評估。目前沒有一個活動效能評核機制，讓參加者及相關專業人士進行評估和反映意見。

體制外（主要渠道：網絡平台、地區青年組織、政治團體、社會服務機構）
難與政策制訂者

無論是透過網絡平台發聲，還是成立地區組織，其力量都相對薄弱渙散，意見紛紜

接觸和溝通

雜沓，碎片化的問題尤其嚴重。一般青年要引起公眾及局方關注並不容易。

難與政策制訂者

社會服務機構和社工理論上可以成為政府與青年溝通的橋樑，但有些較保守的官員卻

建立信任

認為他們不可靠，只要處理好青年活動和民生事宜便可。因此不少社會服務機構都不
敢鼓勵青年參與地區事務，以免年輕人失望而回。

資源不足和發揮

很多新興的地區組織和部分政治團體都沒有穩健的財政來源，很少青年可以全職參與

空間有限

並緊貼繁雜瑣碎的地區事務。政治團體則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重點關注議題，成員
要跟隨黨的路線，可發揮的空間仍是有限。

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從地區開始 - 香港青年地區參與的現況分析及措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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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基於上述分析並參考學術文獻和海外案例，本研究按照香港地區層面的背景，勾勒出一套「促進青年
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下稱「規劃」）和一系列具體建議措施如下：
圖一：「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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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有五大基本目標，分別是：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
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
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
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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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從「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和「地區青年活動」三大參與渠道
入手，提出了相應的條件以便有關持份者參考執行。有了清晰的「規劃」，以下的具體建議措施便能
對症下藥，進一步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效能。
表二：提升青年地區參與效能的具體建議

目標：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效能
三大渠道

範圍

實體參與平台或

體制內

組織架構

地區青年參與或
諮詢活動

措施建議
區議會設立「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
區議會推行「 18 區青年參與計劃」

體制外

商界成立「青年顧客參與小組」

線上

善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主動與青年網上溝通

線下

舉辦「 18 區青年論壇」
設立「年度地區研究資助計劃」
建立一站式活動資訊平台

地區青年活動

體制內

研設活動評核機制和加強 18 區經驗分享
重思地區青年活動的定位，平衡活動的類型

體制內及外

區議會試行參與式預算

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建議一：區議會設立 「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
目的：
在體制內增設專責地區青年事務的平台，為全面照顧區內青年的發展，促進他們有效參與
地區事務打下基礎。
內容扼要：
•  建議各區議會成立「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其職能應包括以下面向：
1. 恆常廣泛諮詢區內青年，提供多元表達意見的渠道，並積極回應青年聲音；
2. 教育青年公民意識，促進他們積極參與社區發展，提升其社區歸屬感；
3. 提供青年活動與服務，定期評估它們的效能；
4. 聯繫區內各促進青年發展的持份者，如校長、教師、社工、公民社會領袖和政府官員等，
善用各方優勢和資源促進青年發展；以及
5 定期向政策制訂者反映意見，並向市民報告工作進度。

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從地區開始 - 香港青年地區參與的現況分析及措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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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二：區議會推行「18區青年參與計劃」（下稱「計劃」）
目的：
在體制內增設青年實體參與平台，以符合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
「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的各項條件。
內容扼要：
• 建議各區區議會可與地區團體或青年服務機構合作，推行「計劃」，由當區青年投票選出
15 至 20 位「計劃」成員，任期兩年，有興趣加入的 15 至 35 歲當區青年均可報名。
• 「計劃」須為成員提供一系列認識地區行政和議題的課程、活動和工作坊等，並邀請政府
官員、區議員、學者、地區組織領袖等擔任導師。
• 成員將充當區議會的青年顧問。一方面區議員可以因應需要，就各項地區議題諮詢
他們，從而更掌握青年脈絡。另一方面，成員亦可以就所關心的地區事務主動提出意見和
建議。
• 青年發展委員會（下稱 YDC ）可善用此地區青年網絡，招納「計劃」的成員（18 區共約
300人）成為現時「YDC 青年大使計劃」的青年大使，讓他們每年選出十個年輕人關心的
青年發展議題，向 YDC 主席 — 政務司司長反映年輕人的聲音。
• 司長可把議題帶到政府有關部門、甚至立法會討論，並以書面形式向青年大使匯報有關
討論結果及回應問題。
• YDC 可先開放一至兩個委員席位由 YDC 青年大使每兩年互選產生，儘量讓背景多元的
年輕人加入，反映不同意見。若然成效理想，可以逐漸開放更多委員席位給青年大使擔任。

建議三：商界成立「青年顧客參與小組」
目的：
促進體制以外其他對地區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持份者重視青年的聲音及參與，並為青年提供參
與平台，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的
相關條件。
內容扼要：
• 一些大、中型企業如發展商、鐵路、巴士和電力公司等都可以直接影響一個社區的設施、環境
和交通等規劃，有些企業更不時推出各式各樣的地區項目，以履行社會責任和推廣企業訊息。
• 建議企業在推行地區項目時，可積極考慮成立「青年顧客參與小組」
（下稱「小組」），
公開招募和邀請當區不同背景的青年加入，例如是與議題相關的地區組織成員和建議二
提到的「18 區青年參與計劃」成員。
• 「小組」的職能基本包括：一、就企業地區項目內容提出意見和建議；二、加強企業與
區內青年的溝通；以及三、讓青年參與推廣和發展相關社區項目。
• 企業亦應為「小組」成員提供足夠的指導、幫助與培訓，讓成員充分理解地區項目的
內容、目的，甚至挑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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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
建議四：善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主動與青年網上溝通
目的：
提升目前地區青年線上參與或諮詢活動的效能，以達到「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
有關「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的大部分條件。
內容扼要：
• 建議各區區議會開設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專頁、Telegram 和 YouTube 頻道，以及連登
討論區帳號。除了日常發放社區資訊外，區議會應定期（如：每半年）在 Facebook 專頁
和 Telegram 頻道開帖，就着區內交通、環境衞生、社區設施等範疇，在指定時間內（如：
一個月）讓網民留言提出意見和建議。然後把每次最多人關注的三個地區議題帶到區議會
會議中討論。
• 區議員可邀請相關政府官員和持份者，到 Facebook 或 YouTube 直播討論市民關心的
議題，並與網民即時互動，回應提問。為喚起更多青年關注，直播更可由年輕的網絡紅人
或建議二的「計劃」成員主持。
• 直播完結後，完整內容須存放到各區區議會的網頁、Facebook、YouTube、Telegram，
以及一站式青年網站 Youth.gov.hk 讓市民隨時重溫。
• 相關政府部門或區議會須就直播內容提供書面回應，闡述跟進工作，這些資料同樣須
上載到區議會各個網絡平台和 Youth.gov.hk 讓公眾查閱。

建議五：舉辦「18 區青年論壇」
目的：
加強目前地區青年線下參與或諮詢活動的效能，以達到「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
關「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的大部分條件。
內容扼要：
• 建議 18 區的青年活動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研辦定期的地區青年論壇（如：每半年）。透過
公開招募形式，讓區內所有年輕人都有機會參加，並就關心的地區事務直接與官員和區議員
提出意見和交流，使政策制訂者一方面掌握年輕人脈絡，另一方面也能向青年講解政策
制訂的考量。
• 論壇的參加門檻、地點、時間、形式、議題、資訊發放渠道等，要儘量切合廣大青年的
需要。不一定大規模上百人才算成功，有時10至20人的小規模焦點討論，也具成效，同樣
達到溝通目的。
• 活動結束後，委員會應聯同有關當局，最理想在半年內就論壇內容作出回應，闡述局方的
看法和跟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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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六：設立「年度地區研究資助計劃」
目的：
促進政策制訂者和影響者恆常就區內青年事務進行研究並發表報告，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
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的相關條件。
內容扼要：
• 為了讓所有關心年輕人的持份者都能及時了解區內青年的所需所想，建議各區區議會及
民政事務處設立「地區研究資助計劃」，每年因應區情建議研究題目，當中須包括青年
範疇，例如探討區內青年最關心的社區議題，讓學院或智庫申請撥款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 研究結果必須公開，可於地區青年論壇上率先公布，用作論壇的討論基礎，最後仍須於
區議會和政府網站及各大社交平台發布，給公眾參閱。

地區青年活動：
建議七：建立一站式活動資訊平台
目的：
增加地區青年活動的資訊透明度和流通性，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
「地區青年活動」的相關條件。
內容扼要：
• 針對地區青年活動資訊零散的問題，政府可以善用現有的一站式青年資訊平台 Youth.gov.hk，
彙整所有負責統籌地區青年活動的部門單位轄下的最新活動資訊，按 18 區分類，統一
在 Youth.gov.hk 網站上發布，好讓各區青年能清楚了解所屬地區的最新活動消息以及報名
方法。
• Youth.gov.hk 在政府各個面向青年的網站中可算是較受歡迎，它配有 Facebook、YouTube
和 Instagram 等各大社交平台專頁，其一站式政府職位招聘資訊內容清晰簡便和及時，
是吸引青年到訪網站的原因之一。當局大可以善用這些成功經驗和優勢，進一步提供 18 區
地區青年活動資訊，方便青年搜索最新消息。

建議八：研設活動評核機制和加強18區經驗分享
目的：
為地區青年活動設置活動效能評估機制，一方面讓參加者反映意見，另一方面讓活動籌辦
方及時改善活動質素，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活動」的
相關條件。
內容扼要：
• 建議民政事務局轄下負責地區青年活動的相關部門和委員會預留資源研設一套有系統，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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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長期追蹤性的地區青年活動效能評估機制，客觀量度這些活動對青年和社區的影響，
以及是否符合活動宗旨和目標，並定期在 Youth.gov.hk 上公布報告。
• 建議 Youth.gov.hk 開設公開透明的反饋功能，讓過往參加者能就着活動的各個面向進行
評分，例如是否符合期望或切合主題等，並且表達意見；而主辦方亦可作出回應，使
Youth.gov.hk 做到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所需所想，加強資訊發放和溝通的原意。
• 18 區的地區青年網絡和青年活動委員會應定期交流見面（如：每季開會一次），分享青年
工作的成功經驗和遇到的挑戰，讓一些有效的經營模式和成功要素應用到更多地區，最終
讓更多青年受惠。

建議九：重思地區青年活動的定位，平衡活動的類型
目的：
鼓勵更多地區青年活動重視提升年輕人參與地區事務的意識、製造機會讓青年參與地區
事務，並促進青年個人成長與發展，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
青年活動」的相關條件。
內容扼要：
• 針對目前地區青年活動缺少地區元素的現象，建議專責地區青年活動的部門和委員會，包括
青年活動委員會、地區青年網絡等，檢視其活動的特色和定位，儘量鼓勵申辦機構設計更多
有關認識和參與社區事務的活動，確保類型足夠多元化，毋忘其職權範圍和宗旨裏提及
的「加強青年對社區的歸屬感和公民意識，鼓勵他們參與社會事務」這一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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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十：區議會試行參與式預算
目的：
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活動」的各項條件。
內容扼要：
• 建議有興趣的區議會從地區撥款計劃中預留部分款項，在區內推行參與式預算計劃（下稱
預算計劃），讓該區青年討論、提案，並決定如何運用於社區發展上，然後根據方案需要
由區議員按既定程序提交給行政部門或外判非政府組織執行。
• 「區議會模式」的參與式預算流程圖，不同區議會可因應實際情況加以調整：
1

2

3

4

區議會成立預算計劃
工作小組

識別議題，準備預算

設置預算計劃
網上平台

舉行預算計劃介紹會

8

7

6

5

舉辦社區審議和
提案展覽會

組成專家小組，
為入圍者提供技術
支援和指導

選出 10 至 20 份
入圍方案

收集和協助
參加者提案

9

10

11

讓當區青年投票
選出議案

公布結果，邀請
成功提案者加入
工作小組跟進方案

定期向公眾匯報
進度，受市民監察

• 最初可先由一個至數個地區作試點，例如是 15 至 24 歲青年人口最多的沙田區。當累積
一定經驗和檢討後，再推廣至其他分區，甚至把活動對象逐步擴充至區內其他居民，而
長遠還要研究如何將其制度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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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地區是連結廣大年輕人、學校、社工、公民社會領袖和商界等重要持份者，共同推動青年發展的
最前線。一套相對健全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正好能為青年工作打下穩固基礎。它有助
青年感受公民參與帶來的效能感和發展個人能力，並培養自信、同理心和實現自我；第二，有助
政府聆聽青年的需要，凝聚共識，減少政策執行時遇到的阻力；第三，有助從政者提出更適切的
社區規劃建議，爭取年輕選民支持，並培養新一代政治人才和接班人；第四，有助社會繁榮發展，
豐富公共討論的內容、強化公民社會及社區凝聚力。當青年的參與潛能成功被轉化為推動社會進步的
源動力，最終對年輕人、政府、從政者，以至整個社會都有莫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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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新時代下的青年公民參與
自 1997 回歸以來，香港進入了全新的發展格局，青年在新時代下亦不斷成長與轉變。教育上，專上
學位普及化大幅提升了新一代的教育程度和公民意識，同時延遲了他們就業、婚姻和生育等人生其他
階段，「青少年期」隨之延長1。亦因如此，年輕人對個人生涯規劃及社會發展的期許也有所改變。
經濟上，結構轉型未能為越來越多的專上畢業生提供足夠具發展前景和收入可觀的優質工作，青年
難以向上流動成為近年熱話。政治上，社會對政制發展的分歧日益嚴重，民主進程不似預期，中港
矛盾越趨尖銳，本土意識及激進主義更是在年輕世代間急速冒起。林林總總的因素令新時局充滿
挑戰，驅使了新一代反思自身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不少青年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力圖影響相關
決策，箇中的參與形式也越趨多元。
在制度化的參與上，例如投票、參選及擔任公職，青年表現日益進取。根據立法會及選舉事務處的
資料顯示，18 至 35 歲組別的選民登記率由 2003 年的 54.1% 攀升至 2020 年的 91.6%，升幅冠絕
所有年齡層。其次，自回歸後19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起，18 至 35 歲選民的投票率由 49.2% 遞升
至 2016 年的 57.9%；35 歲及以下的候選人和當選人比率亦在同期分別由 5.4% 和 3.3%，上升至
35.6% 及 12.9%2。另外，政府的諮詢及法定組織也有年輕化趨勢，35 歲及以下的成員比例從 2007
年的 5.2% 3增加至 2020 年的 13%4，升幅逾倍。
在非制度化的參與上，例如遊行示威、罷工罷課和聯署請願，更是不乏青年身影。早在 2006 年「保留
天星及皇后碼頭事件」伊始，年輕一代出於對本土文化、核心價值和身份角色的種種認同，逐漸在
各大社會議題中嶄露頭角，參與程度日增。及後在「菜園村事件」、「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
「2016 年旺角騷亂」和「2019 年反修例運動」等連串事件中，青年更成為運動的主角，為 1997 後的
香港發展軌道標上一個又一個重要註腳。
除此以外，近年社交媒體的迅速崛起，進一步改寫了青年公民參與的模式和態度。連登、Instagram、
Telegram、YouTube、Facebook、WhatsApp 和 Signal 等已成為年輕人的生活日常。它們不但
方便人們通訊往來，更提供了嶄新的公共空間讓他們參與政治，大大降低了參與成本。青年作為
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即出生並成長於網絡時代，其世界觀、吸納資訊的方式，以至公民
參與的能力和模式，都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
，即成長後網絡科技才普及的上一代迥然
不同5。很多青年不再滿足於既往依賴政治精英代表自己發聲的間接參與模式，而是更傾向自己直接
參與公共事務，主宰自身命運。於是相應的組織消費者行動、成立關注組、在社交媒體發聲、
辯 論、商討行動和參與集體決策等近年接連不斷，而「去中心化」、「公開透明」、「即時」和
「雙向」等，也逐漸成為新一代回應公共議題的特性。
這種參與的深度、廣度和主動性都遠超以往，呼應了政治學學者蘭斯·班尼特 (Lance Bennett）的
理論，即在網絡時代和全球化下，千禧世代對公民身份的理解出現了範式轉移，由傳統「盡責型公民」
(Dutiful Citizenship）— 透過參加政府活動、投票、追蹤時事新聞等來實踐公民責任，轉化成

14

1. 背景：新時代下的青年公民參與

「自我實踐型公民」
（Self-actualising Citizenship）— 傾向由自己定義何謂公民實踐，並力求在實踐
過程中體現自己相信的價值 6。在此背景下，年輕人所理解的公民責任是靈活可變的，而參與公共
事務的方式更可以層出不窮。一些傳統上可能不被認同是公民責任的行為，如示威抗爭、製作
文宣，甚或是在 Patreon 上付費支持某些時事評論員，在青年眼中都可以是實踐公民責任的一種。
由是觀之，青年的價值取向便成為他們參與公共事務的關鍵因素。不少本地學術研究均指出，今天
香港青年具有強烈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相比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等物質上的追求，他們更熱衷於
自由民主、社會公義、政治參與和自我實踐等人生中較高層次的追尋7。另外，他們對「香港人」的
身份認同程度也是長期高企8，加上近年本土意識抬頭，不少青年都非常重視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
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2018 年的調查就顯示，香港 18 至 29 歲青年十分重視「司法獨立」、「社會
公義」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價值，同時對現時香港的「民主」、「公平」、「平等」和「社會
福利」狀況感到不滿9。而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在 2020 年的調查研究更指出，比起「我的
國家」、「我的族群／國籍」和「國際合作」等集體價值，本港青年更加重視被歸類為普世價值的
「言論自由」、「民主」和「任何代價的和平」10。為達理想，年輕人除了透過投票和參選等傳統制度化
渠道影響公共事務外，有些更訴諸非制度化的手段，尤其是佔領建築物、堵塞交通要道，甚至與
執法人員發生肢體衝突等激烈抗爭方式。
值得關注的是，以上兩種參與形式存在着微妙的互動關係。非制度化參與的興起，往往警示着制度化
參與未能符合青年期望。不論是渠道不足、效能欠佳，還是不信任官員、政治人物，甚至整個
體制等，都是箇中原因。久而久之，年輕人開始訴諸非制度化的參與辦法。與此同時，非制度化的
參與，尤其是大型社會運動，又會促成更多青年的「公民覺醒」，思考制度化參與的可能性，諸如
投票和參選從政。「雨傘運動」及「反修例運動」後，出現大量年輕政治素人參與議會政治可謂
典型例子。然而，倘若青年後來對這類參與依舊感到失望，大有可能全盤放棄制度化的參與，並且
走上兩極：一、全面投入非制度化參與，而且手法越趨激烈；二、因政治無力感而不再參與任何
公共事務。但這並不代表社會從此進入「太平盛世」，事關他們對制度積壓的不滿與不信任感猶在，
稍遇星火隨時觸發激烈的抗爭，形成社會潛藏的不穩定因素。
圖一：制度化與非制度化參與的互動關係

制度化
參與

未能符合期望
公民覺醒，思考現有

非制度化
參與

制度化參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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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要從根本着手，乃需改善現有制度化的參與渠道，使其跟上時代轉變的步伐。做到一方面，有效
把青年日漸濃厚的公民意識和潛能轉化成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另一方面，讓青年逐漸獲得公民
參與的效能感，協助他們得到健康和正面的個人成長與發展。這無疑是管治者日後與青年建立溝通
互信，以致維持有效治理和修補社會裂痕的關鍵。然而，在今天日益對立的政治氛圍下，要一步
到位談何容易。不過值得留意的是，青年關注公共事務的焦點近年有地區化的跡象。不少年輕人
選擇深耕社區，而且態度務實，積極走進大街小巷聆聽街坊需要，把一些最基本卻備受忽視的民生
議題帶到社會討論，一點一滴地推動社區發展。他們有些成立地區關注組，為區內的交通、衞生、
房屋等不同議題提出改善建議；有些則利用社交平台分享區內資訊，致力凝聚社區互助精神。
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青年地區參與將會越來越受關注。特別是在今天的政治困局下，正當大家思考
如何與青年溝通，讓他們有效參與公共事務時，從地區介入也許是個新契機，更有一定的發揮
空間。惟坊間對此課題仍未有系統性的討論，故本研究希望在此填補一點空白的地方，做到拋磚
引玉，與社會各界關心青年的持份者一起思索提升青年公民參與效能的新出路。

1
2

3
4

5
6

7
8

9

10

16

趙永佳和王世茹（2017）。〈香港青年：教育、生涯、政治的全球脈絡〉。《香港社會科學學報》，49，頁3-25。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7）。《香港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情況》。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ssf04-youth-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in-hong-kong20171218-c.pdf
同2
民政事務局（2020）。〈諮詢及法定組織〉。
取自 https://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District_Community_and_Public_Relations/advisory.htm
Prensky, M. (2001).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October 2001, 9 (5). Lincoln: MCB University Press.
Bennett, W. L. (2007). Changing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ceri/38360794.pdf
鄭宏泰、尹寶珊（2016）。社會變遷下的新世代。《青年研究學報》，第19卷，第2期，頁62–73。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2019）。認同「香港人」身分的程度（8/1997-6/2019）。
取自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hkcitizen/poll/hkcitizen_poll_chart.html
鍾庭耀、彭嘉麗、李偉健及朱祖良（2018）。〈市民對香港特色與價值觀感意見調查報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民實踐培育
基金》。
取自 https://www.hkupop.hku.hk/english/report/pcf_2018/content/resources/report.pdf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2020）。〈「香港青年的政治參與和意向、價值觀與心理困擾」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
系調查研究結果〉。
取自 https://www.hku.hk/press/c_news_detail_21484.html

1. 背景：新時代下的青年公民參與

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從地區開始 - 香港青年地區參與的現況分析及措施建議

17

2. 何謂「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在開始討論青年地區參與的課題前，首先釐清本研究所指的「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是甚麼意思，
這有助我們在同一個基礎上理解問題。

2.1「青年」的意思
「青年」一詞在香港沒有劃一的年齡定義，不同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都會按實際需要，靈活為「青年」
賦予不同年齡範圍，跨度由 6 至 35 歲不等1，以便照顧不同受眾的需要。例如政府統計處在 2016 年
中期人口統計的《主題性報告：青年》2中，就視 15 至 24 歲人士為青年。但當論及有關青年公民及
政治參與時，不少政府機關和政策項目則多以 18 至 35 歲人士為目標青年，如立法會秘書處的
資料研究組 3和青年委員自薦計劃 4 等。有見及此，本研究對「青年」的年齡定義亦持靈活態度；
在廣義上，視處於青少年期（Adolescence）至成年初期（Early Adulthood）的人士均為青年；在
狹義上，當針對特定情況或引用數據資料時，本研究會明確指出所討論的年齡範圍。

2.2「地區」的意思
參考香港民政事務處和區議會 18 個行政區的劃分，本研究所指的「地區」是每個區議會區域或以內的
地理範圍。分別有中西區、灣仔區、東區、南區、深水埗區、油尖旺區、九龍城區、黃大仙區、
觀塘區、葵青區、荃灣區、屯門區、元朗區、北區、大埔區、沙田區、西貢區和離島區，每區都是
一個獨特的社區。

2.3「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意思
是次研究的「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意指「青年」參與「地區」層面的公共事務，例如就區內的環境
衞生、交通運輸、教育、房屋和文娛康樂等對他們有影響的議題，表達意見、提議、計劃、舉辦
活動，以至參與公共決策、協助執行或監察等過程。至於青年對全港性議題的參與（如：政制
發展、土地房屋等）
，則並非今次研究的討論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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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目的、方法及對象
是次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透過深入訪問來自不同背景、專業和政治光譜，並且熟悉地區事務的
持份者，包括區議員、地區社工、地區青年組織成員、18 區民政事務處青年網絡計劃成員，以及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成員等，配合參考學術文獻、海外案例、政府文件、報章和社交媒體資料等，
冀探討以下核心部分：
一、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現況；
二、當中遇到的困難及挑戰；
三、何謂理想的「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及
四、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效能的措施建議
表一：受訪者列表（排名不分先後）
受訪者

背景

郭偉強

立法會議員／東區區議員

林進

元朗區議員／天水連線成員

關俊笙

元朗區議員／天水連線成員

侯文健

元朗區議員／天水連線成員

巫堃泰

屯門區議員／屯門公園衞生關注組召集人

譚領律

前西貢區議員

程志紅

屯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前屯門區議員

馮錦濠

黃大仙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黃大仙青年網絡計劃核心小組成員／東九龍青年社社長

青年 Chung Fung 油尖旺區青年網絡計劃前成員／油尖旺區青年關社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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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阿輝

油尖旺區青年關社組成員

青年 Carol

油尖旺區青年關社組成員

林俊鏗

青年觀塘成員

徐家濠

香港遊樂場協會油尖旺區社工

陳麗群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謝曉虹

深水埗居民聯會社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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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年地區參與的現況分析
4.1 青年對地區的想法和參與意願
社會上有部分聲音認為青年根本無興趣參與地區事務，因為比起對香港的情感，年輕人對地區的
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明顯較弱，地區意識不高。誠然，過去幾十年香港急速發展，高效及完備的
交通網絡方便了青年跨區上學或工作，在空餘時間也可隨時到各區商場或景點逛街、吃飯、約會
或購買生活用品等，區與區之間的界線因而變得模糊。再者，本研究亦有受訪者提到現今青年工時
長，經常早出晚歸，社區對於他們而言可能只是用來休息的「睡房」，難免有種疏離感。這種說法
表面無誤，但仔細分析下，我們了解到地區歸屬感和身份認同相對薄弱，不代表他們不想參與地區
事務。突破機構於 2018 年的《青少年對政府管治的看法》研究就訪問了逾千名來自 18 區的 10 至 29 歲
青少年，結果發現超過九成年輕人認同「深耕細作」這種公民參與方式，即透過服務社區提升市民
公民意識（如：社區學堂）
，而且近七成青年更表示未來會參與「深耕細作」。這方面的比率都較傳統
行動（如：簽名、遊行、聯署、街站）和公民抗命（如：佔領）等其他參與方式高1。
那麼為何青年有意參與地區事務，卻對地區的情感顯得薄弱呢？學者梁啟智在《香港各區居民的
社區意識和參與》研究中便提出了精闢的分析；他提到其實香港人，包括青年「有其社區生活和
認同，對所屬社區並非毫無感情，只不過較為隱藏和不易察覺。當社區面對危機和挑戰時，例如
外來者的增加改變了社區環境或社區出現某些重要變遷，以致他們感到原有生活模式受到威脅，
甚至在社區中失去自主，其社區認同感便會明顯上升。不過，這種感情沒有被轉化成有系統的社區
參與，現時似乎處於一個被壓抑的狀態」2 。回顧現實情況，目前可供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渠道
不大清晰，區議會的角色又讓人感覺模糊，地區行政未能適時有系統地吸納年輕人對社區發展的意見
和潛能。當地區出現危機和挑戰時，青年的不滿和參與度便容易一觸即發。例如 2019 年針對水貨客
問題的「光復上水遊行」和針對噪音問題的「光復屯門公園大遊行」都有眾多青年參與。影響深遠
的案例更有同年的寶馬山行人通道系統重建工程，很多居民不滿當局未有足夠諮詢就把計劃刊憲。
當時仍是大學生的陳嘉佑與街坊組織了關注組、舉辦居民大會，並邀請了數百名市民參加和發表
意見。後來他在傳媒訪問中坦言，正是這次經歷讓他獲得很大成功感，觸發了他參選炮台山區
區議員，最後更成功當選3。
除此以外，當香港出現重大政治事件或社會運動，外部的張力也會激發年輕人進一步思考社區的
意涵。「2019 年反修例運動」的示威浪潮蔓延至 18 區層面，「元朗 7‧21 事件」、「沙田區大遊行」、
「光復上水」、「太古人自由行」等，讓區內居民共同經歷了大時代下的驚濤駭浪，同時覺醒社區不再
是一座「孤島」。坊間有越來越多意見認為，把公民參與的能量注入社區，或可發揮另一層意義。
值得留意的是，當青年有意關心社區，參與地區事務時，他們對社區的想像和需求往往與年長
一代，特別是較常留在區內的長者和主婦截然不同。不少已有家室的成年人以至老一輩較多時因為
要照顧家庭而為口奔馳，即便退休以後，也傾向追求安穩，着眼於生活基本需要。提起社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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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較關心有沒有商場和街市，買餸貴不貴、交通是否便捷等，只要滿足到生活所需便已足夠。
遇上社區問題時，他們亦習慣先向區議員求助。相對而言，新一代所面對的生活壓力較輕，包袱
較少，有更多思考及追尋理想的空間。在不少青年眼中，社區不單是自己居住的屋邨或屋苑，也是
地區規劃和香港的一部分，當中有一定的連結性。如果區內的街市物價昂貴，小店流失，他們會
思考原因為何，是否因為被某些發展商壟斷，香港經濟結構和政府角色出現了問題。又例如地區
交通不方便，很多人自然會希望增加巴士或小巴路線來往中環、旺角等商業和購物旺區，而年輕人
會想到旺區能否負荷、空氣質素問題，以及當區的居民和區議員有沒有異議等。面對地區問題，
年輕一代較願意探討背後成因，宏觀地思考事情的脈絡。而且他們傾向於直接發聲，自發組織
行動。這亦造就了近年青年的地區參與越來越活躍，而且方法各適其適。

4.2 體制內的參與狀況
廣義上，體制內參與（亦稱：制度化的參與）所指的是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下，透過政府機關或其
轄下組織主導的渠道參與公共事務，例如選舉、諮詢及法定組織和公眾參與活動等。這類參與有
一套相對穩定的運作模式，平衡社會上不同意見，並起着緩衝的作用。至於體制外參與（亦稱：
非制度化的參與）意指在現行制度以外的參與活動，例如遊行示威和在網上議政論政，當中官方
並非主導角色，因此有相當程度的不可預測性和隨機性。

4.2.1 青年在區議會選舉的表現日益進取
區議會選舉是反映青年地區參與狀況的重要指標。區議會在地區行政中，擔當着推動市民參與區內
事務，培養社區歸屬感和守望相助精神的重要角色4。其四年一度的選舉更是全民難得可以共同參與
地區事務，討論社區發展的制度化渠道。從表二可見，自回歸後 1999 年第一屆區議會選舉起，18 至
35 歲青年的登記選民人數、投票率和當選人佔整體百分比均呈上升趨勢。1999 年至 2019 年間，
登記選民人數由 83 萬人升至 99 萬人（選民登記率由 2003 年的 54.1% 升至 2019 年的 82.1%）
，投票
率由 21.8% 攀升至 73.1%；青年當選人佔整體當選人百分比更由 11.3% 遞升至 53.9%，反映了在整體
趨勢上，青年越來越積極和全方位地參與區議會選舉，力求影響地區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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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歷屆青年於區議會選舉的表現
1999 年

2003 年

2007 年

2011 年

2015 年

2019 年

18 至 35 歲選民
登記人數

830,834

759,410

787,886

860,045

872,197

995,414

18 至 35 歲選民
登記率

*

54.1%

57.1%

64.2%

66.7%

82.1%

18 至 35 歲組別的
投票率

21.8%

29.2%

27.5%

29.8%

36.2%

73.1%

整體投票率

28.8%

35.9%

34.9%

41.5%

47.0%

71.2%

35 歲及以下的
當選人數目

44

75

83

102

122

236**

當選總人數

390

400

405

412

431

438**

35 歲及以下的
當選人所佔百分比

11.3%

18.8%

20.5%

24.8%

28.3%

53.9%

註：* 選舉事務處回覆指沒有備存相關數字
**
由研究員彙整第六屆區議員向選舉事務處申報的年齡資料及其他網上資料統計而成，當中撇除了當然成員和 14 位沒有向選舉事務處
申報年齡，而且在網上也沒有顯示年齡資料的區議員。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香港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情況》、選舉事務處資料及研究員整合網上資料

尤其是在 2019 年，在「反修例運動」浪潮下，青年的表現最為突出。這一年的新登記選民人數破
紀錄接近 40 萬人，其中近半（48%）來自 18 至 35 歲青年，比例冠絕其他年齡層5。他們的投票率
(73.1%）更是首次超越了整體表現（71.2%），並且領先 36 至 60 歲（72.9%）和 61 歲及以上
(67.5%）組別，當中屬於首投族的 18 至 20 歲選民的投票率（74.5%）成為了所有年齡層之最，
打破了回歸以來，青年的投票率一直低於長者及整體選民的格局 6 ，一掃大眾認為年輕人對選舉
冷感，輕視地區的影響力和不問區政的觀念。
圖二：2019 年新登記選民的年齡組別分布
66 歲及以上 6.7%

51 - 65 歲 17.4%
18 - 35 歲 48%

36 - 50歲 28%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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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19 年區議會選舉各年齡組別的投票率
投票率
75

73.1%

72.9%
整體投票率：71.2%

70
67.5%
65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60
18 - 35 歲組別

36 - 60 歲組別

61 歲及以上組別

除此以外，2015 年及 2019 年的區議會選舉頻頻出現「老將」敗給「新秀」，「政治素人」突圍而出的
場面，令區議會急速年輕化。最新第六屆民選區議員的平均年齡僅有 38 歲**，較上屆下降 6.7 歲7，
最年輕的北區更只有約 34 歲**，可見越來越多青年願意參與地區事務（見表三）。另外，他們的背景
也越來越多元，不但傳統政黨派出越來越多年輕臉孔出選，成功進行世代交替，而且更有很多來自
不同行業的政治素人，例如社工、會計師、建築師、攝影師、中醫師、藝術家、護士，甚至大學生
都勇於站出來，嘗試扎根社區。而這份參與熱誠也得到了普羅香港市民的肯定和支持。

雖然有不少論者指出，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大型社會運動的政治氛圍所致，年輕人參選只是
一種政治表態，未必是對地區事務充滿熱誠。然而，只要翻查他們的參選宣言或有關專訪，不難發現
很多政治素人談起地區時都能切中要點，指出區內一些老、大、難的問題，並把自己對社區的願景
和對區議員應有的角色娓娓道來。可見他們對地區認識深入，也有抱負，他們甚至很多是從小在當區
長大，是切切實實的「老街坊」，有着深厚感情8。至於大型社會運動的確是有所影響，但更多是像
一種催化劑，激發了他們內心對參與地區事務的熱忱。再者，刻意猜測其動機其實也意義不大，
因為客觀現實是，年輕人這股公民參與的勁頭已經轉化成地區體制內的力量。他們成為區議員後，
自然要服務社區，推動地區發展，並且建立自己的工作團隊，當中不免會招募更多同為青年的有志
之士，其服務理念、思維模式和溝通方法將更容易與區內青年接軌。簡單推論下，已經可以想像
這股力量對未來推動更多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有着深遠的影響。

註：** 由研究員彙整第六屆區議員向選舉事務處申報的年齡資料及其他網上資料統計而成，當中撇除了當然成員和 14 位沒有向選舉事務處
申報年齡，而且在網上也沒有顯示年齡資料的區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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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9 年各區區議會的平均年齡排行
排行

地區

民選議員數目

有向選舉事務處或於網上提供 平均年齡
年齡資料的民選議員數目

1

北區

18

18

34.2

2

沙田區

41

39

34.6

3

大埔區

19

19

34.9

4

深水埗區

25

21

35.3

5

南區

17

17

35.3

6

西貢區

29

29

35.7

7

荃灣區

19

17

37.4

8

中西區

15

14

37.5

9

東區

35

33

37.7

10

觀塘區

40

38

38.0

11

屯門區

31

31

38.1

12

元朗區

39

39

38.5

13

九龍城區

25

25

38.6

14

灣仔區

13

13

38.8

15

黃大仙區

25

24

39.8

16

油尖旺區

20

20

40.0

17

葵青區

31

31

41.2

18

離島區

10

10

47.8

18 區總計

452

438

38.0

資料來源：由研究員彙整選舉事務處資料及其他網上資料統計而成

4.2.2 政府鼓勵青年地區參與的政策措施不斷演變
由 90 年代至今，政府曾以不同形式鼓勵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當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地區青年議會（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
早於 90 年代，當局便透過成立青年議會鼓勵年輕人參與地區事務，增加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全港
首個青年議會於1991年在沙田區成立9，其後觀塘區（1994 年成立）10、大埔區（1996 年成立）11、
荃灣區（2000年成立）12 和西貢區（2001年成立）13亦陸續設有青年議會。全盛時期的2001年，上述
五區的議會成員達 134 名，其中 107 名是學生，27 名是在職青年，每區有 20 至 30 名成員14，年齡
介乎 15 至 30 歲15。他們主要透過中學、青年中心、地區團體推薦或自薦，然後經面試甄選產生，任期
一般為一至兩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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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青年議會有別於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後者是在《區議會條例》或《區議會會議
常規》中有明確的地位，屬於區議會架構中的一部分。青年議會則是以活動形式隸屬當區區議會，
並參照其運作模式，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地區和全港性議題，尤其是涉及青年的事務，另外亦不時
進行青年意見調查、專題研究 17 和舉辦社區活動等 18 。運作上，由民政事務處和區議會提供財政
資源、秘書處及後勤服務，需要時其他政府部門、地區團體、學校和青年組織亦會支援，並且出席
青年議會會議提供意見。根據政府新聞公報的資料，在 2000 至 2001 財政年度，上述五個青年議會
共獲區議會撥款 208,600 元資助，平均每區四萬多元19。但由於缺乏中央統籌和跨區合作計劃，各區
青年議會的實際運作都有所不同，加上資源不穩定，隨着區議會換屆或相關委員會的人事變動，
以上五個青年議會自 2003 年起相繼解散20, 21。
回看當年，有不少參加青年後來在公共事務領域都有不錯的發展，繼續服務社會。例如陳博智
(曾為西貢青年議會主席）、程中湛（曾為荃灣青年議會主席）、葉振東（曾為大埔青年議會主席）和
蘇偉洋（曾為沙田青年議會主席），他們有些後來選擇參選，當上了議員，有些加入政府，有些更
成為學者及傳媒人。可見青年議會的發展時間雖然不長，亦為香港培養出不少政治人才22。
二、地區青年論壇（2000 年代）
青年議會陸續解散後，鼓勵年輕人參與地區事務的工作則由區議會落到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發展
委員會前身）身上。在 2001 年至 2006 年間，青年事務委員會每年都會舉辦一次青年高峰會議，會前
就有一系列的地區青年論壇，讓年輕人選定關心的議題與官員及不同持份者交流意見 23。值得留意
的是，2004 年政府公布了一個突破性的消息。時任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出席《青年高峰會議 2004》
時提到，局方已準備在下年的預算裏預留 20 萬作為種子基金，推動「青年論壇」項目24。其目的是
為青年提供一個公民參與的平台，一方面讓他們議論和研究社會議題、學習議政文化和技巧，以提升
公民意識；另一方面也讓政策制訂者能有系統地吸納青年意見，從而增加政策的認受性25。
具體而言，這個「青年論壇」項目隸屬青年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青年發展計劃，並會與非政府青年
服務機構合作，先在沙田區、大埔區、深水埗區、觀塘區、中西區和元朗／天水圍區，共六區設
試點，成立地區青年論壇。論壇成員由在當區就讀、就業或居住的 15 至 24 歲青年組成，負責擬定
年輕人關注的議題，然後向政府及社會大眾反映和倡導有關的政策建議。這些成員須透過地區選舉
產生，初步構思是讓合資格的青年報名參選，亦可由區內中學和青年團體提名參選。如果試辦成效
理想，將會推廣至全港 18 區26。為此青年事務委員會先後在試點區份設立了青年論壇籌備委員會，
並委任了當區的年輕人成為委員27。
及至 2006 年，民政事務局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詢問時提及，「青年論壇」仍未成立，但青年事務委員會
認同其價值和發展方向，因此需要詳細研究推行細則，包括其組成、運作和與青年事務委員會的
關係，目的是得出一個更妥善的運作模式，才選擇在某地區試行。然而，往後數年當局也沒有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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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動。直至 2010 年，政府表示青年事務委員會在 2007 年6 月經詳細討論後，認為「青年論壇」只是
年輕人表達意見的方式之一，其功能主要是協助籌辦青年高峰會議，所以青年論壇籌備委員會於
2008 年 1 月易名為聚焦小組，並根據高峰會議的形式決定籌辦工作。隨着「青年論壇」項目暫緩，
當局停止了對相關籌委會提供財政支援和接觸有關委員28。而青年高峰會議也在 2006 年後停辦，
直到 2010 年復辦時，已取消了地區青年論壇的環節，主要討論全港性議題。
關於「青年論壇」的起與落，坊間亦有不同解讀。有傳媒曾引述消息指，地區青年論壇能夠
「 直 選」委員，是項目被擱置的主因。當局擔心選舉出來的青年代表會被政黨「騎劫」，最後出現
尷尬的結果。傳媒報道更指有官員甚至私下說：「香港現時仍未有直選，地區青年論壇為何可以有
直選呢29？」另外亦有說法是因為各區「青年論壇」的選舉模式不一，選舉宣傳期又與區議會諮詢
文件的推出時間交錯，所以暫緩了項目30。這些推測眾說紛紜，但無論如何，眼見「青年論壇」就此
擦身而過，不少年輕人和相關持份者都大失所望31。

三、從政策層面肯定青年地區參與（2010 年代初至今）
雖然 2010 年起復辦後的青年高峰會議已經沒有之前的地區青年論壇，所關注的範疇也是全港性
議題，但當局另外從政策層面指出了鼓勵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重要性，肯定相關工作的價值。
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於《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提到「政府將增撥資源，加強在地區層面與青年的
聯繫和溝通」32。新一屆管治班子上台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進一步指出
「民政事務局會加強 18 區的『地區青年網絡』，繼續在不同層面加強青年發展工作及與青年聯繫和
溝通」，「特區政府將加強與民間組織的合作，特別是制服團體和義工組織，增加青年人參與社區
事務和服務社會的機會」33。此外，當局於 2018 年推出的《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更是
肯定了「青年是社會的正面資產和推動社會發展最具潛力的一代，我們應更積極製造機會邀請他們
貢獻社會」。當中強調要「建立開放、透明和互動的平台，鼓勵青年參與公民事務和討論政策」和
要「多加善用各地區的青年網絡，整合地區青年資源，讓青年能於地區層面作出貢獻」34。
因應以上政策，政府推出了不同措施並整合負責部門，使今天推廣青年地區參與的工作，除了區議會
外，主力由「地區青年網絡」、「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和「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社區參與小組」三大
管道承擔，同時大包圍持續對社會服務機構提供支援，形成「三管一包」的策略態勢。
(1) 地區青年網絡
2014 年，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提到要加強在地區層面與青年的溝通和聯繫，自此 18 區
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每年獲得額外資源在各區設立和營運「地區青年網絡」
（下稱
「網絡」），並招募當區青年加入。「網絡」的主要工作是按各區的特點以及青年成員的興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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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舉辦不同活動，定期聯繫區內的年輕人。有些地區的「網絡」會讓青年成員自己設計並
推行活動，有些則選擇外判給非政府組織包辦，過去舉辦了不少義工服務、領袖訓練工作坊、
興趣班、座談會和內地及海外交流活動等。其目的為培養年輕人的興趣和自信，讓他們發揮
所長，同時鼓勵他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35，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感36。從表四可見，「網絡」舉辦
活動的開支和預算近年節節上升。
表四：青年網絡所舉辦活動的開支和預算

地區青年網絡

2014 - 15 財政

2015 - 16 財政

2016 - 17 財政

2017 - 18 財政

2018 - 19 財政

年度實際開支

年度實際開支

年度實際開支

年度修訂預算

年度預算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8.77

16.88

17.05

16.94

18.00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37

另外，「網絡」作為政府在地區層面的青年組織，是當局聆聽年輕人聲音，以及青年參與地區
事務的一大管道。例如高官落區進行地區諮詢時，負責「網絡」的民政官員都會儘量安排
青年網絡成員與高官會面交流，直接反映意見。因此，「網絡」有助成員發展和維繫人際
網絡，增強他們參與地區發展的能力。現時每區民政處都有一位聯絡主任負責地區青年網絡
和地區青年活動的工作。截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18 區的「網絡」已合共招募了約 7,000 名
青年成員38。
表五：18 區青年網絡的概況
地區
東區

「網絡」名稱
東區青藤

概況
• 參加青年主要來自區內的中學學生
• 過去曾舉辦研討會、語文班、訓練營、參觀政府部門、公營機構和私人
企業、畢業匯演、內地及首爾考察團等39

九龍城區

九龍城青年
發展網絡

• 過去曾舉辦 Running Youth (九龍城區定向比賽)、「北京、酒泉及西安
航天科技、歷史與經濟探索」考察團、「日本堺、大阪城市探索與環境
科技」考察團、九龍城青年關愛大使計劃、星級司儀訓練班、「龍城變幻
時」社區導賞遊40

觀塘區

青年躍動@

• 成員主要來自區內的高中學生

樂觀派

• 民政處會帶領「青年躍動 @ 樂觀派」成員，參與及策劃緊貼青年步伐，並能
讓成員自發關懷社會的活動41
• 過去曾舉辦粵港大灣區青年交流團、融樂新春42、摘星飛躍領袖訓練計劃等43

黃大仙區

黃大仙 • 動起來

• 青年網絡由區內青年主導和帶領，以「認識社區」、「服務社群」和「貢獻
社會」為目標，於區內招募青少年加入成為「青年先鋒」，共同構思和
策劃「黃大仙 • 動起來 」計劃
• 過去曾舉辦創意短片比賽、黃大仙青年營、青年主導社區服務計劃、學生
暑期實習體驗計劃、潮汕文化 • 高鐵體驗交流團等44

北區

北極虹

• 早於 2011 年成立
• 過去曾舉辦咖啡拉花、甜品製作、歷奇領䄂訓練營、職業性向講座、短期
工作體驗計劃等活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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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西貢區

「網絡」名稱
西貢青年大使

概況
• 截至 2020 年，已有逾 550 位 12 至 29 歲的青年大使
• 過去曾舉辦到訪大灣區、迎新營、西貢社區樂共融青年才藝大匯演暨晚宴、
滘西洲高爾夫球體驗、龍舟訓練等活動46

離島區

離島區青年

• 參與計劃的學員來自離島區內中學的學生

發展網絡

• 過去曾舉辦青年交流營、個人增值課程、義工服務，以及到訪上海、杭州
及南韓47

沙田區

沙田青年
服務團

• 早於 2011 年 4 月成立。截至 2020 年，約有 750 名成員，主要來自區內的
大專及高中學生
• 過去曾舉辦短期職業體驗計劃、咖啡研磨車社區接觸體驗日、瑜伽班、手語
高級班和拍賣課程等活動48, 49

大埔區

i 大步.net

• 設有大埔區青年網絡活動策劃委員會，而策劃委員會轄下設有活動工作
小組，以推展會務及工作
• 截至 2019 年，成員人數達約 390 人
• 過去曾舉辦創業及就業博覽會、金融專題講座、電台主持訓練課程、廣西
交流團及「一帶一路」相關論壇等50, 51

葵青區

葵青區
青年發展網絡

• 過去曾舉辦大灣區交流考察活動、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
周年」為主題的青年內地交流活動、生涯規劃訓練、職場體驗計劃、領袖
訓練計劃、技能訓練、義工服務及分享會等52

荃灣區

荃灣區

• 截至 2019 年，團員數目經已超過 360 人

青年服務團

• 過去曾舉辦電視主播及傳媒製作體驗計劃、英語及西式餐桌禮儀工作
坊、獨木舟訓練班、仁濟單月長者探訪、演說技巧訓練班及面試工作
坊、急救證書訓練班、泰國北部服務及文化學習團、短線內地交流活動
等 53, 54

南區

南區
青年發展網絡

• 於 2012 年成立南區青年團，與地區團體合作，為青年提供個人成長
訓練、體育發展、社會服務及文化交流的機會，以推動南區青年發展
網絡 55
• 過去曾舉辦境外交流活動、全港青少年繪畫日 — 南區寫生、職場
介紹及體驗博覽會、南區青年團邀請賽暨足球訓練計劃等 56

深水埗區

深青躍動

• 於 2018 年 4 月成立了獨立的諮詢組織 —「深青躍動顧問會」。民政
處會就深青躍動計劃舉行的活動內容及開支預算，向顧問會諮詢及
收集意見
• 過去曾舉辦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交流團、肇慶及廣州交流團、野外對戰
團隊訓練工作坊、旅遊及款待業實習、深青躍動年度營火會等 57

油尖旺區

油尖旺
青年發展網絡

• 舉辦着重培訓青少年多元發展的「青年夢．達人路」計劃，過去曾舉辦
義工講座及服務、工作體驗坊、參觀政府部門及私營企業、興趣班、
粵港澳大灣區就業講座等
• 舉辦着重青少年健康的「油尖旺 x 青年跑」計劃，透過提供專業的長跑
訓練活動，鍛鍊青年的意志，建立正面及積極的價值觀。參加青年會透
過義工服務，向社區宣揚正面及健康的訊息，並將接受培訓成為領跑員，
協助視障人士參與體能訓練及跑步運動，關愛社群58
• 兩項計劃的對象為 16 至 25 歲的中學生、大專生或在職青年，就讀或居住
於油尖旺區內優先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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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中西區

「網絡」名稱

概況

中西區青年網絡、 中西區青年網絡：
中西區青年地區

• 截至 2020 年，約有 400 名會員

發展網絡

• 過去曾為香港年輕設計師及學生出版多本桌遊及遊戲書、資助年輕導演
在中西區取景及拍攝電影，並在「大館」舉行放映會
中西區青年地區發展網絡：
• 2018 年 4 月成立，截至 2020 年約有 200 至 300 名成員，大部分是在職
人士，如測量、建築、設計、法律、會計及社會服務等不同專業的青年
• 成員會提出居民在地區上所需的服務和設備等意見，並由他們負責設計
項目，策劃地區設施及服務發展，從而體驗項目對社區的影響，透過網絡
平台參與更多地區事務60

元朗區

元朗區

• 過去曾舉辦廣東省潮汕及福建省廈門考察團、杭州及上海考察團和大灣區

青年網絡計劃

STEM 考察團等61, 62
(*暫未見官方公布更多有關元朗區青年網絡計劃的資料，但研究員發現當區民政處於2015 年
成立了「元朗區青年 FANS CLUB」，目的是為 11 至 29 歲的青年人提供不同類型的青年
活動，鼓勵他們關懷社區，培養團體合作精神，從而提高公民意識 63。其性質與青年網絡
計劃十分相似。）

屯門區

*

39.232 mm

未見官方公布

(*暫未見官方公布有關屯門區青年網絡的資料，但研究員發現當區的青年活動委員會和民政
處自 2011 年起合辦「『成功有約』屯門區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64，每年為區內學校及
青少年服務單位推薦的中四及中五學生提供青年活動，過去曾舉辦正能量凝聚日、外展訓練
營、短期商業機構體驗、芬蘭及瑞典進行文化交流等。該計劃亦成立了「成功有約」同學
會和「成功有約同學會執行委員會」，鼓勵過往的學員共同籌組各類青年活動65。其性質與
青年網絡計劃十分相似。）

有關資料

灣仔區

*

未見官方公布

*

未見官方公布有關資料

有關資料
資料來源：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文件

(2)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是民政事務總署一項社區建設運動 —「青年發展
計劃」的重要推手 66。它於2011年成立，是在原先全港18區「青少年暑期活動委員會」的
基礎上改組而成的。目的是要跳出過往只籌辦暑期活動的界限，開展長期和持續的青年發展
工作，並且加強與區內團體的聯繫67。改組後「委員會」的職能包括以下五項：
1. 評估區內青年發展的需要，統籌由民政事務總署撥款的青年活動；
2. 審核及／或批准區內團體／學校就暑期一般活動、地區青年活動和全港／跨區
青年發展活動的撥款申請，並監察活動的推行和評估活動成效；
3. 宣傳及推廣區內青年活動；
4. 因應區內需要，舉辦或協辦各項青年活動，加強青年公民意識、領袖培訓和
對社會事務的參與等；及
5. 因應需要，就各項青年活動提供意見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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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委員會」隸屬的「青年發展計劃」，其宗旨就包括為 6 至 29 歲的年輕人提供全方位、
多元化和具延展性的青年活動，讓他們認識所屬的社區，加強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它的工作目標提到要促進青年與社區之間的聯繫，而且申請活動撥款的團體和學校應鼓勵
青年參與社區事務 69。過去「委員會」統籌及推行的地區活動大部分是興趣班、座談會、
訓練營、嘉年華和內地及海外交流團等。這些活動有助年輕人擴闊社交圈子，結識志同道合的
朋友，增加其參與地區事務的能力。以本研究受訪的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為例，旗下的
「成功有約 — 屯門區青年自我挑戰及獎勵計劃」早前成立了「同學會」讓過往參加者
加入，當中就有學員獲委任為當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的委員，獲得了更多接觸地區政策制訂者
的機會。此外，隨着當局近年有意邀請更多青年加入政府的諮詢及法定組織，2017 年全港
18 區的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共有 491 名委員，當中 163 人介乎 18 至 35 歲，佔總數超過 33%，
比例較其他諮詢及法定組織為高70。
(3) 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社區參與小組
公民教育委員會致力在學校以外推廣公民教育，每年會資助區議會、社區團體和非政府機構
舉辦推廣「尊重與包容」、「負責」和「關愛」71 等核心公民價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活動，
把正面訊息傳達至社區 72 。它轄下的社區參與小組（下稱「小組」）負責策劃及推行兩大
項 目 ： 一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主 要 是 資 助 社 區 團 體 舉 辦 各 種 推 廣 公 民 教 育 的
活動；二、「 18 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主要是資助區議會和獲區議會推薦的社區團體
舉辦各類推廣公民教育的活動。過去獲兩者資助的活動類別有研討會、展覽、探訪、表演、
嘉年華、工作坊和內地交流等。例子有「東區融異」— SEN 學生關愛社區行動、「青年
愛社區」青年社區服務體驗計劃、南區聲音圖譜 — 社區流動錄音計劃，以及細說南區
同珍「昔」等73。可見「小組」在推廣青年地區參與上發揮着積極作用。
(4) 持續對社會服務機構提供支援
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多年來一直資助不少具規模的社會服務機構，如香港明愛、香港
小童群益會和香港青年協會等在地區營辦「兒童及青年中心」和「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以統籌及推動地區青年服務工作。過去近十年，社署投放於青少年服務的財政撥款由 2009
至 10 財政年度的 15.3 億元74，不斷增加至 2019 至 20 財政年度的 24.8 億元75，受資助「兒童
及青年中心」與「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會員人數亦由2010年的 335,507 人76上升至 2019
年的 349,060 人77。
目前「兒童及青年中心」共有 22 間，遍布港九新界 12 個區份（詳見表六）
，為區內 6 至 24歲的
兒童及青年提供四大核心服務：一、指導及輔導服務；二、為身處不利環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
服務；三、社群化服務，透過群體活動培養他們的生活技能和促進人際關係等；四、培養
社會責任感和能力發展，提升青年的公民意識和鼓勵他們參與社會事務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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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現時共有 139 間，遍布全港 18 區（詳見表七）。它們採用全人
和社區模式，同樣為區內 6 至 24 歲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多元化服務，包括個人指導及輔導、
支援身處不利環境的靑年、發展和社交活動，以及社區參與活動等 79。此外，這兩類中心
亦會提供諸如暑期活動、康樂活動、自修室和休憩設施等其他服務80, 81，在培養青年對社區的
歸屬感和參與度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表六：22 間「兒童及青年中心」的分布一覽（更新至 2020 年 5 月）
地區

中心名稱

營運機構

離島區

長洲鄉事委員會青年綜合服務中心

長洲鄉事委員會

香港聖公會東涌綜合服務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筲箕灣兒童中心及圖書館

香港小童群益會

康山兒童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

杏花邨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

小西灣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香港佛教聯合會

大坑青年中心

大坑坊眾福利會

九龍城區

樂民兒童及家庭綜合活動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

觀塘區

茜草灣青少年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

黃大仙區

包威信中心

安徒生會

竹園綜合服務竹園青少年中心

救世軍

將軍澳區

黃寬洋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

沙田區

沙角邨青少年中心

香港神託會

隆亨青少年中心

救世軍

顯徑青少年中心暨閱覽自修室

香港遊樂場協會

路德會新翠少年中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隆亨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

大埔區

大埔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

葵青區

明愛長康兒童及青少年中心

香港明愛

大窩口青少年中心

救世軍

仁濟醫院第二十四屆董事局

仁濟醫院

東區

灣仔區

元朗區

社會服務中心 - 劉坤銘青少年中心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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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139 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的分布一覽（更新至 2020 年 5 月）
地區

中心名稱

中西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上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明愛賽馬會石塘咀青少年綜合服務／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

南區

香港仔街坊福利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海怡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明愛賽馬會赤柱青少年綜合服務／
東華三院賽馬會利東綜合服務中心

離島區

明愛賽馬會長洲青少年綜合服務／鄰舍輔導會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東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柴灣會所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怡會所
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北角樂 Teen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中心愛秩序灣綜合青少年服務／循道愛華村服務中心耀東綜合服務隊

灣仔區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灣仔綜合兒童及青少年服務中心／聖雅各福群會青萌銅鑼灣綜合
服務中心

九龍城區

基督教協基會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農圃道青年空間／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紅磡青年空間／香港
聖公會九龍城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何文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油尖旺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遊樂場協會旺角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救世軍油麻地青少年綜合服務／東華三院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心／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油尖旺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深水埗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沙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美孚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石硤尾會所／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水埗青少年綜合服務
( 深 中樂Teen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深水埗東青少年綜合服務（深東樂 Teen 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深水埗綜合社會服務處／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觀塘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秀茂坪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油塘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明愛賽馬會德田青少年綜合服務／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觀塘會所賽馬會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藍田會所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觀塘青少年綜合服務（觀塘樂Teen會）／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賽馬會
順天跳躍青年坊／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香港遊樂場協會彩德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牛頭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童軍知友社賽馬會啟業
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樂華綜合社會服務處／錫安社會服務處錫安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黃大仙區

美差會潮浸服務聯會浸信會鳳德青少年綜合服務／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慈雲山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明愛賽馬會黃大仙青少年綜合服務／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禮賢會
彩雲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中華錫安傳道會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青年
協會賽馬會橫頭磡青年空間／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竹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
遊樂場協會賽馬會瓊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龍翔綜合社會
服務處

西貢／將軍澳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尚德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香港家庭福利會藝進同學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坊／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
空 間／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茵怡青年空間／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將軍澳綜合社會服務處／西貢社區中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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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中心名稱

沙田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馬鞍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大圍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馬鞍山東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顯徑
會所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乙明青年空間／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北)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賽馬會青年幹線／香港聖公會馬鞍山（南)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賽馬會青年幹線／香港聖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賽馬會青年幹線／香港神託會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 連青網絡／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賽馬會沙田綜合社會服務處／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沙田綜合服務中心／東華三院
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沙田青少年綜合發展中心

大埔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大埔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太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鄰舍輔導會賽馬會大埔（北)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路德會賽馬會富善綜合服務中心／救世軍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
仁愛堂賽馬會田家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北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粉嶺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粉嶺綜合
青少年服務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北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天平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祥華青年空間／路德會賽馬會
華明綜合服務中心／路德會賽馬會雍盛綜合服務中心

荃灣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深井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明愛賽馬會梨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
香 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
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青年協會荃灣青年空間／香港青年協會荃景青年空間／
路德會賽馬會海濱花園綜合服務中心

葵青區

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社會服務盛恩基督教社會服務中心／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
服務處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長亨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石蔭
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青年
協會賽馬會葵芳青年空間／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青衣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上葵涌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
青衣綜合社會服務處

屯門區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明愛賽馬會屯門青少年綜合
服務／基督教協基會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循理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建生
青年空間／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山景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
服務 -賽馬會青年幹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蝴蝶灣綜合社會服務處／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屯門綜合社會服務處／救世軍屯門青少年綜合服務／
救世軍屯門東青少年綜合服務／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元朗區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元朗大會堂賽馬會元朗青少年綜合服務
中心／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澤會所賽馬會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晴會所／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水圍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香港青年協會洪水橋青年空間／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天耀青年空間／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綜合服務 -賽馬會
青年幹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賽馬會天水圍綜合社會服務處／東華三院賽馬會
天水圍綜合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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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少制服團體亦在地區工作多年，組織編制上也有分區部門或會社（如：香港童軍
總會、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紅十字會）。它們負責推動區內各項青年及社區服務活動與訓練
課程，從中吸納不少青年成員。過去十年，民政事務局對這類團體的資助不斷增加。2009 年
共有 10 個制服團體獲局方資助，資助總額為 4,148 萬元，會員人數達 137,633 人，平均每名
成員的資助額為 301 元 82。後來，香港升旗隊總會於 2012 年也成為了獲資助的團體之一。
及至 2019 年，民政事務局對這 11 個制服團體（見表八）的資助金額已增至 8,692 萬元，當中
會員人數達 120,007 人，平均每名成員的撥款額是 724 元83，增幅逾倍。
表八：目前獲民政事務局提供經常資助的青年制服團體
香港童軍總會

香港女童軍總會

香港航空青年團

香港海事青年團

香港少年領袖團

香港紅十字會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基督女少年軍

香港交通安全會(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升旗隊總會

資料來源：民政事務局84

4.3 體制外的參與狀況
4.3.1 以青年為骨幹的地區組織遍地開花
成立地區組織是年輕人近年參與地區事務的一大方法，背後有兩大因素驅使：一、社區出現危機。
例如數年前有發展商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更改西營盤一幅土地的用途，擬由原來的休憩用地改為
興建「插針樓」，就引起區內一些年輕人的關注。他們成立了「城西關注組」，並擺設街站向居民
講解問題、收集意見書和回應當局諮詢等活動 85。這類由社區危機觸發而成立的組織差不多每區
都有，在此不贅。二、受到香港大圍政治氣候影響。尤其是經歷社會運動後，大量以青年為骨幹的
地區組織在 18 區湧現。例如雨傘運動後，「屯門社區關注組」、「將軍澳青年力量」和「沙田一隅」等
約數十個「傘後組織」相繼成立。「反修例運動」浪潮更派生了「動元十八」、「天水連線」和「觀塘
願景」等新興地區組織（見表九）。他們一方面關注區內民生事務，另一方面推廣民主訊息。當中
大部分青年原本是政治素人，受到社運影響而開始關心社會，以至周邊社區。漸漸他們開始思考
自身在社區的角色並有所行動，從中也結識了不少同路人。於是在運動期間以至結束後，他們形成
一個個群體散落不同區份，造就了大量地區組織誕生。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令更多青年關注和參與
地區發展。
相比起傳統政黨或社會服務機構，這些地區組織人數少但凝聚力高，數量多但互不統屬，其理念和
目標均不一樣。成員多數是同輩關係，有些是大學同學，有些在網上結識，而且主要是義務性質，
故組織也沒有很嚴謹的階級制度。亦因如此，他們包袱較少且靈活度高，往往可以發揮創意，用
新穎的方法參與地區事務。例如「慈雲山建設力量」就曾整合區內餐廳的外賣紙，然後放到網上，
方便居民瀏覽，因而贏得不少讚賞86；「太古社區工程」為了提高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則舉辦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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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團，介紹區內鮮為人知的歷史故事87。「青衣島民」則組織單車夜遊活動，冀能啟發居民思考
區內單車徑不足的問題，以促請當局增設單車徑方便市民用作交通及消閒88。
近年這些地區組織有進一步年輕化的跡象，例如 2020 年 6 月，元朗區就出現「天水圍社區關注組」，
其創辦成員不是在職青年，也不是大學生，而是就讀小六的王繼祖和中三的張浩庭。他們有自己的
Facebook、Instagram 專頁和 Telegram 頻道，內容記錄了他們日常的地區工作和天水圍的社區
資訊，例如天秀公園的蚊患問題、巴士收費調整消息和瑞泉樓外籃球場設施損壞情況等。從他們的
專頁可看見二人身形細小，臉帶稚氣，卻經常掛着工作證「巡區」、撰寫社區工作報告、聯絡區議員
和政府部門、直播評論和匯報社區事宜等，一切來得有板有眼，儼如兩個小區議員。他們組織的
口號是「為民請命，堅持到底」，工作目標是「幫助街坊、長者、單親家庭、學生及年輕人」，而營運
開銷則來自二人的零用錢89。
基本上，這些以青年為骨幹的地區組織可以分為三大類：一、以參選區議會為主線。因為牽涉
選舉，它們的政治性質較重，立場也較鮮明。當中有的在自己居住的區份展開地區工作，有的「空降」
到其他區份挑戰不同政治陣營的候選人或時任區議員。它們大部分都是在選舉前成立，少數原先不以
選舉為目標，但後來參選後才轉型或另立而成。這類組織較為紮實、穩定，而且有代表人物或
領袖，具備一定程度的行動力，例子有「灣仔好日誌」、「柴灣起動」和「扶融置富」。回顧 2014 年
的「雨傘運動」和 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兩次大型社會運動恰逢臨近區議會選舉，時間上的
巧合促成了大量這類組織出現。二、以關注特定地區議題為主軸。這種組織的出發點並非參與
區 議 會 選舉，而是針對某個地區議題，如交通、衞生和公共設施，提出意見，甚至政策倡議，最終
希望當局採納並解決某個地區問題。他們同樣組織性較高，成員中有不少是相關議題的專家，亦有
代表人物和一定程度的行動力，例子有「深水埗見光墟關注組」、「北葵涌交通關注組」和「天水圍
天耀街市關注組」。三、以凝聚社區為依歸。它們既非為了參與選舉，也非只關注個別地區議題。
它們更多是在社交平台上開設專頁或群組，分享及討論當區資訊，而且內容相當廣泛。由重大公共
議題，如當區的土地用途、鐵路班次、政府辦公大樓的興建計劃，至到協助尋人、尋找寵物、
分享區內趣聞等均有所涉獵。這類組織沒有代表人物，大部分活動在線上發生，其組織能力和行動力
都較為隱性，但由於網上受眾不少，因此能夠凝聚一定的社區聲音和影響力。這種活躍於社交媒體
的地區討論群組近年越來越受歡迎，形成了一種社區參與的新氣象，例子有「將軍澳主場」、「屯門
誌」和「沙田第一城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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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近年成立的以青年為骨幹之地區組織
地區

2014 年雨傘運動後成立的例子

2019 反修例運動下成立的例子

中西區

城西關注組90、西環飛躍動力

不詳

灣仔區

灣仔好日誌、灣仔廣義

灣仔起步

東區

筲箕灣民生關注組、柴灣社區關注組91、炮台山活

灣東願景、柴灣起動、北炮同盟

南區

南區社區網絡、起動南區、南區萬事屋

石排灣力量

深水埗區

長沙灣社區發展力量、美孚家政

深水埗社區關注組、長沙灣西社區陣線

油尖旺區

社區前進、大角咀社區平台

不詳

九龍城區

紅土家、九龍角落

半島連線

黃大仙區

慈雲山建設力量

新蒲崗互助網絡

觀塘區

活在觀塘、秀達服務團隊

觀塘願景、彩德之友

葵青區

青衣島民、青發生活關注組

葵青傳承

荃灣區

荃灣民生動力、荃灣社區網絡

荃民議政、荃民互動

屯門區

屯門社區關注組、屯門社區網絡

屯結新墟、富新一代、龍門關注組

元朗區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

動元十八、天水連線、天水圍社區關注組

北區

北區動源、聯和匯聚

山下御太、北區藍圖

大埔區

埔向晴天、大埔社區網絡、太和的後裔

西貢鄉民

沙田區

沙田一隅、沙田新幹綫、沙田社區網絡

馬鞍山守護線、源居民

西貢區

將軍澳青年力量

將向天晴、西貢鄉民

離島區

東涌人、東涌居民關注組

坪洲島聚

資料來源：由研究員整合網上資料及地區消息

4.3.2 地區小報百花齊放
除了成立地區組織，近年也有不少青年選擇創辦地區報刊或加入相關團隊擔當骨幹成員。一時間，
各式各樣的社區報再次蓬勃發展且有燎原之勢，成為了一道不容忽視的社區聲音。
相比起傳統報章，這類地區報規模較小，但選題靈活，內容五花八門，事關絕大部分均由居民自發
籌辦，有較大的自主空間。不少地區報喜歡從居民生活入手，由介紹社區小店、人物故事、景點
特色，至到推廣環保資訊、社區假日活動、製作地區交通史和當季食譜等，都有涉獵。當中更不時
探討社區熱話，如區內的抗疫情況、交通黑點和水貨客等問題，致力反映街坊的想法，猶如一本
社區生活指南。
另一方面，它們亦會討論嚴肅的區政事宜，例如敍述高官落區的情況，彙整各大政黨提出的訴求和
居民的觀點、追蹤報道區議會的工作、探討社區重建議題、分析如何讓居民參與社區規劃等，有些
也會為理念相近的區議員宣傳政績。部分全港性議題，如《自願醫保計劃》、《財政預算案》的派錢
措施等亦不時見於報中，而且會以街坊容易理解的角度去討論，帶出社區應該如何面對香港大環境
轉變等獨特觀點。可見一本只有 A5 至 A3 尺寸的地區小報，卻集調查性報道、地區專題故事、評論、
讀者投稿和居民心聲於一身，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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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報章有其固定的銷售點，但地區報是如何發行和運作的呢？事實上，它們每期發行約數千份，
主要透過擺設街站在區內免費派發或出售，有些會放置於商鋪、咖啡店、區議員辦事處和住宅大堂等
供居民取閱。與此同時，每份報章都設有網上社交平台，除了定期發放和轉發地區資訊外，也會
即時發布居民傳來的圖片或第一手社區消息，好讓更多人及時受用。每份地區報背後的團隊成員
少則數人，多則十餘人，當中有中學生、大學生和在職人士，絕大部分都沒有傳媒工作經驗，是
義務幫忙而已。
製作上，從構思、資料搜集、採訪、拍攝、編輯、排版、印刷到派發，多數由成員依興趣和能力
分工合作。有些團隊成員間甚至是素未謀面，平時只靠 Telegram 等通訊軟件溝通，直到刊物出版
多期後應邀傳媒訪問才初次碰面92。資源上，每期出版費動輒數千元至過萬元不等，多數先由成員
自掏腰包，並按各人的經濟能力和意願隨心支持，因此往往資金見絀。當中不少需要另闢財源，四出
尋找有心人資助，並通過網絡平台集資，以及在報刊的派發處放上籌款箱，好讓讀者捐款支持93。
面對資源和人手不穩定的問題，過去有不少地區報刊出版一段時間後亦無奈休刊，甚至停刊，如
油麻地的《活化報》(2012 - 2013)94、筲箕灣的《紙筲箕》(2012 - 2013)95 和大埔的《埔紙》(2013 2015)96 等。有些停刊後轉戰網絡媒體，繼續參與社區事務，有些則直接解散，讓報刊成為歷史。
眼見不少地區報創刊時聲勢浩大，但經營時間長了始終要回歸現實生存問題，有年輕地區報成員曾
形容，現時的辦報生態是「一雞死，一雞鳴」97。
值得留意的是，2018 年地區報的發展迎來了春天。獨立媒體（香港）為了提升居民對社區的認識和
歸屬感，鼓勵由下而上參與民主運動，推出了「獨立媒體（香港）社區報眾籌計劃」
（下稱「計劃」）
，
以眾籌方式集資，協助居民創辦屬於自己的社區報。「計劃」包括舉辦一系列工作坊培訓社區記者、
資助出版開支、支援編採工作和申請報刊出版牌照等，最終希望各個社區報團隊能達致財務及編採
自主。截至 2020 年 8 月，先後已有九份社區報獲得「計劃」的支持98, 99。
表十：近年活躍的地區報
地區

例子

地區

例子

東區

杏人茶*、北角報

元朗區

元居民*、八段錦*

南區

南圖、南誌

北區

北島、邊境*

深水埗區

深水報*

大埔區

埔 JOURN、小黃紙

油尖旺區

旺角有大誌

沙田區

馬聞*、沙燕

九龍城區

土著

西貢區

貢想

觀塘區

觀*、集油*

離島區

大嶼小報*

葵青區

葵青寶典*、青依、青衣島民

中西區

未有相關資料

荃灣區

荃真機

灣仔區

未有相關資料

屯門區

屯敍*、寫屯^、屯們誌^

黃大仙區

新仙出爐*

資料來源：研究員整合網上資料及地區消息／*獲「獨立媒體（香港）社區報眾籌計劃」支持／^已暫停出版實體刊物，但仍活躍於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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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網絡發達的時代下，為何年輕人卻反其道而行，回歸到最傳統出版實體報刊呢？以下
有五大原因：
第一，地區報能更廣泛接觸居民。現時社區上仍有不少街坊不懂上網，很少會主動接觸網上
資訊，以致對於大量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地區資訊都一頭霧水，尤其是年長一輩和小朋友。
製作實體刊物一來可以迎合更多人的閱讀習慣；二來可以避免社交媒體的迴聲室效應。年輕人
在派發報紙的過程中能夠與街坊面對面交流，討論社區生活大小事務。這不但有助與居民建立
感情，更可接觸到同溫層以外的人；三來地區報更易「入屋」，街坊有機會把報刊帶回家
閱讀，甚至傳閱。即使最終難逃「墊枱腳」或「開飯墊枱」的命運，也有機會讓家庭成員
發現，留下一定的印象。
第二，填補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的不足。雖然現時有不少網上媒體或傳統新聞機構會報道
個別地區議題，但深入報道且願意長期跟進的寥寥可數。始終主流媒體受眾廣泛，而且香港
每天發生的新聞多不勝數，再龐大的機構都難以且沒有意願長期兼顧 18 區的大小事務。
而社交媒體則欠缺一定的專業性，未能獲得公信力。因此，地區報的出現能夠填補這方面的
空缺。
第三，發揮公民監察的作用。監察區議會不但需要時常翻查會議紀錄、細閱政府文件、留意
區議員的對外言行，而且還要準確掌握不同地區議題的討論焦點，以至居民的想法。作為普通
市民，一般難以應付如此龐大的工作量和缺乏相關的知識。而社區報的存在，一方面可從
市民的角度檢視區議會的作為與不足，督促區議員用心工作，發揮監察的效果；另一方面也
可以啟迪民智，道出社區問題和市民關心的事務。
第四，宣傳政治理念。雖然不少地區報都以關注民生議題為主，較少旗幟鮮明討論政治
議題，但有些報刊的確政治背景深厚，甚至由政黨出版，例如公民黨東區區議員鄭達鴻的
《北角報》、九龍城區議員鄺葆賢的《小黃紙》、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社區雙周報》，以及
建制派在九龍地區的《龍週》等。它們大部分內容是關於社區議題和各種生活資訊，不時也有
政治人物的專訪及專欄、討論全港性的政治議題、亦會交代政黨及區議員的工作成果，宣傳
政治理念。但歸根究底，無論是由政治組織出版，還是由政治素人創辦，地區報作為關注區內
公共事務的一份刊物，而且又以當區市民為受眾，性質上不免就是與政治有關，但它們的
共通點都是希望在社區表達一種聲音，以及讓市民更了解自己的社區。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出於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責任感。不少有份辦報的青年不諱言指，他們並非專業
的傳媒工作者，很多新聞知識和製作技巧都是邊做邊學，加上本身需要兼顧學業或正職，往往是
下課或下班後熬夜跟進地區報工作，而且這些工作沒有經濟回報，有時甚至要自掏腰包，過程絕
不容易。支撐他們走下去的是對社區那份歸屬感和一股熱血100。亦因如此，他們希望透過出版實體報
創造溝通橋樑，連結更多居民，喚起他們的社群意識，最終實現全民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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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傳統社會服務機構繼續扎根社區
不少具規模的社會服務機構多年來累積了深厚的地區工作經驗和人脈網絡，是促進青年參與地區
事務的一大力量，例如救世軍、香港遊樂場協會和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等。另外一些教會青年組織
(如：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青年商會（如：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慈善團體（如：青年
獅子會），以及親中社團的青年部等在地區青年工作上都有重要角色。相比年輕人自行成立的地區
組織，它們有更多資源和較強的組織能力，而比起政府的官方組織，它們則有較多自主空間和懂得
與青年溝通。其角色往往是相對中立且靈活而微妙的，長年扮演着政府與普羅青年之間的橋樑。
本研究有受訪者指，對比「傘後」或主要活躍於網上的青年組織，傳統的社會服務機構更能獲得
地區政策制訂者的重視。因為它們一般被認為較穩定和有承擔，而且容易接觸，所以不少地區官員和
區議員都會不定期的與這些組織的青年會面，聽取他們對地區發展的意見。由於政治立場相對中立，
它們亦較容易匯聚不同政治光譜的年輕人及持份者，因此有較大的自由度去討論各種地區議題。
過去很多青年透過參與這些社會服務機構的活動，進一步接觸到地區事務。事關這些機構與政府
關係密切，不時與局方或區議會合辦青年社區活動並獲得有關資助。例如仁愛堂自 2017 年起就與
屯門區議會合辦為期六年的「青年夢工匠 — 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讓對社區有想法的青年自行
組隊，把創新及具社會影響力的意念寫成計劃書，經評審選拔後，勝出的隊伍可以得到啟動基金及
支援培訓，最終在屯門區實踐計劃，回應社區需要。以往獲選的計劃不少創意十足，如「閒吧」團隊
選擇教授區內婦女製作環保酵素，推廣使用天然的清潔劑以協助她們達至經濟自主。另有「新耆士
實驗室」團隊志在為長者發展第二人生，紛紛在區內邀請身懷技藝而又樂意分享的長輩一起制訂
技藝課程，讓他們在社區傳授知識並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從而加強社區聯繫101。
與此同時，其他社會服務機構在各區也有宗旨類同的活動，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青少年公民
參與計劃」102、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青年社區參與培育計劃」103、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的「社區
CARE 小記者計劃」，以及「賽馬會 “創不同”社會創新實驗室」104 等。這些計劃除了拉近了青年與
社區的距離，更營造了一種跨世代、跨界別，以至跨越同溫層的對話平台。尤其是在今天社會因
政治爭議而變得撕裂對立的氛圍下，不少青年在服務社區的過程中得以表達想法和聆聽社會上其他
持份者的意見，亦讓不了解他們的「大人」有機會表達內心因不理解而出現的恐懼。雖然對話過後
不一定就此讓大家理解對方，但至少有個思想交流和互補的契機，從而在對談後得到一種釋懷105。
這些都是在網絡世界中難以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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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目前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困難與挑戰
儘管今天年輕人的社區意識日漸濃厚，體制內、外亦有一定空間讓他們就地區事務表達意見，但回
歸現實層面，青年在參與過程中正面臨不少局限。例如年輕人的聲音能否有效傳達至政策制訂者，
其參與效能有否得到保障，以及對地區發展有否帶來積極影響等，這裏還存在不少疑問。為了更全
面掌握目前青年參與的狀況，本章綜合受訪者的經歷和意見，將從體制內與體制外兩方面剖析現時
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困難與挑戰。

5.1 體制內的渠道
5.1.2 參與途徑不足
參考政府文件《地區行政便覽》，現時地區行政的主要角色包括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政事務處、
區議會、地區管理委員會、分區委員會、互助委員會和業主立案法團（見圖四）。至於有意參與地區
事務的青年能夠加入的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主要有四種：一、參選成為區議員；二、獲委任
成為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增選委員*；三、受邀加入地區青年網絡計劃成為成員；以及
四、獲委任成為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的委員（見圖五）。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第一種是年輕人可以主動
參與以外，其餘三種他們均處於被動狀態，需要有關官員或區議員推薦或委任方能加入。一般青年
如欲進入體制改善社區發展，能夠選擇的渠道少之又少。
註： * 根據《區議會條例》第71條，區議會為執行職能有權成立委員會，並委任非議員人士為委員會成員（俗稱「增選委員」)。除此
之外，區議會及其成立的委員會亦可成立工作小組協助執行職權範圍內的指定工作。

圖四：地區行政的主要角色簡介
背景： 香港政府自 1982 年起實施「地區行政計劃」，在全港 18 區設立區議會和地區管理委員會，
旨在可以更有效地協調在地區上提供的服務和設施，及時回應市民的需要，並鼓勵民眾參與
地區事務。
民政事務總署

統領着 18 區民政事務處的工作，負責推行「地區行政計劃」
、社區參與活動、社區建設
活動、鄉郊小工程和地區小型工程等，並就影響社區的事宜，協助決策局和部門收集和
評估市民的意見。

各區民政事務處

是區議會及政府部門之間的橋樑，確保區議會的建議得到適當的跟進，同時推動區內
居民參與地區事務，為公眾提供諮詢服務等。其主管為民政事務專員，是特區政府在
地區層面的代表，負責監督「地區行政計劃」在區內的運作。

區議會

擔當着重要的諮詢角色，就影響地區人士的福利事宜、區內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
政府為各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序，以及地區公共工程和社區活動獲得的
撥款的運用，向政府提供意見。另外，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地區小型
工程、促進區內文娛康樂活動的工作，以及社區活動。同時參與管理部分地區設施，包括
社區會堂、公共圖書館和體育場所等，以及推行、籌辦和贊助社區參與計劃及活動。

地區管理委員會

簡稱區管會，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區內各主要政府部門的代表，而
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及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的主席亦會獲邀加入。它是各部門探討和
解決區內問題的重要平台，主導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分區委員會

負責推動公眾參與地區事務；協助籌辦社區參與活動及推行由政府贊助的計劃，並提供
意見等。委員全部由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委任，目前香港共有 67 個分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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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委員會

由大廈住客組成的志願組織，所關注的範圍一般只是與大廈有關的事務。目標是建立睦鄰
和互助的精神、提高居民的責任感，改善大廈內的治安、居住環境及管理成效等。
5. 目前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困難與挑戰

業主立案法團

是私人大廈業主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成立的法人團體，具有若干法律權力管理大廈。

工程、促進區內文娛康樂活動的工作，以及社區活動。同時參與管理部分地區設施，包括
社區會堂、公共圖書館和體育場所等，以及推行、籌辦和贊助社區參與計劃及活動。
地區管理委員會

簡稱區管會，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區內各主要政府部門的代表，而
區議會主席、副主席及區議會轄下各委員會的主席亦會獲邀加入。它是各部門探討和
解決區內問題的重要平台，主導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分區委員會

負責推動公眾參與地區事務；協助籌辦社區參與活動及推行由政府贊助的計劃，並提供
意見等。委員全部由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委任，目前香港共有 67 個分區委員會。

互助委員會

由大廈住客組成的志願組織，所關注的範圍一般只是與大廈有關的事務。目標是建立睦鄰
和互助的精神、提高居民的責任感，改善大廈內的治安、居住環境及管理成效等。

業主立案法團

是私人大廈業主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成立的法人團體，具有若干法律權力管理大廈。

資料來源：政府文件《地區行政便覽》

圖五：地區行政中普遍青年能夠加入的主要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地 區 行 政 的 主 要 角 色

民政事務總署

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各區民政事務處

地區青年網絡

區議會

委員會／工作小組

地區管理委員會
分區委員會
互助委員會
業主立案法團

可供青年加入並參與地區事務的主要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需知政府於 2018 年的《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就肯定了「青年是社會的正面資產和
推動社會發展最具潛力的一代，我們應更積極製造機會邀請他們貢獻社會」，當中更提到要「建立
開放、透明和互動的平台，鼓勵青年參與公民事務和討論政策」，並且要「多加善用各地區的青年
網絡，整合地區青年資源，讓青年能於地區層面作出貢獻」1。可是到目前為止，不少地區事務都
有青年面向，如教育、地區設施及文娛康樂活動等，直接影響年輕人，惟仍缺乏一個「開放、透明和
互動的平台」，讓他們參與地區事務和討論政策。至少今天仍未有一個渠道能夠同時具備以下
條 件：一、為青年而設；二、由青年主導；三、有公開透明的渠道讓普羅青年選擇加入或參與；
四、能夠與政策制訂者直接和有效溝通的機制；以及五、具有充足資源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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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參與門檻過高
在上述四種主要的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中，縱然青年有意參與，其參與門檻對一般人而言都是
非常之高。表面上，年輕人只要符合《區議會條例》列明的參選資格便可報名參選區議員。但實際
上，區議員任期四年，需要長時間的投入付出且任重道遠，對原本有正職或其他事業發展的青年
而言，自然要多番考慮。其次，競選區議員需要付出大量時間、金錢和心神體力，當中講究不同
範疇的專業知識、人脈網絡和政治智慧，過程充滿考驗且沒有保證成功。雖然最新一屆區議會選舉
有不少政治素人跑出，但有學者統計當選者的背景發現，有 67.3% 是全職議員或從事社區幹事、議員
助理和政策研究員等政治工作2, 3，反映了區議員具有一定的專職性，也意味着對於有意參與地區事務
但缺乏政治經驗或資本的業餘青年來說，此路並不易走。想到這裏，可能有不少青年已感卻步。
至於有幸獲委任為區議會轄下委員會或工作小組的增選成員、地區青年網絡計劃成員，以及地區
青年活動委員會委員的年輕人，大部分屬於精英類別。當中很多擁有專業背景、人脈網絡或來自
政治組織，亦有不少是經常參加局方舉辦的青年活動後被選中，或由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及地區
團體等推薦的品學兼優學生。這種錄取方式無疑能夠招來一群對地區事務有一定認識、熱誠和有
能力的年青才俊，但卻容易忽略青年的多樣性，未能促進普及參與和廣泛認受性，難免會予人一種
當局只想找聽話的青年當政治花瓶的感覺。此外，由於這些渠道並非平等開放給所有年輕人報名
加入，而委任準則亦欠缺透明度，加上沒有刻意宣傳，很多青年以至前線社工都從未聽過它們的
名字，遑論受邀加入其中。
5.1.3 影響力有限
就算成功加入地區青年網絡及青年活動委員會，其主要工作乃是統籌及推行青年活動，談不上可以
參與制訂地區政策。可能在某些區份，這些組織成員有機會與官員或區議員交流並反映意見，但當局
對意見的重視程度則視乎政策制訂者的需要及行事作風，一區之隔已經可以大相逕庭，關鍵是沒有
一套完善的意見反饋機制。而遍布 18 區的「兒童及青年中心」和「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其主要
功能乃是提供預防、發展、支援和補救性的福利服務，常被認為是處理和解決青少年問題（如：
邊緣及隱蔽青年問題）的平台。它們在促進青年參與社區事務，讓年輕人接觸政策制訂者方面的
角色長期不顯著。
至於區議會及轄下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在個別議題上無疑有一定程度的行政權和財政權，但始終
仍屬諮詢機構，沒有主導地區政策的權力。加上區議員的地位及政治功能長年被不同人有意無意地
「矮化」，例如一名西貢區的區議員其實很大部分工作是要對整個西貢區的規劃發展給予意見，有着
重要職能，但卻常被視為只是在自己的選區內提供街坊服務的「社區保母」。而出於選舉考慮，很多
區議員也會投放大量時間及資源在選區內提供街坊福利，以維持並爭取更多選民支持。久而久之，
不少市民便會認為地區政策就是「幫你拍學生照」、「巡視街道衞生」、「派發蛇齋餅糭」等，對區議員
在宏觀層面改變社區的期望亦會隨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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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地區諮詢的不足
既然加入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所面對的挑戰不少，也許年輕人還可選擇出席一次性或短期的地區
諮詢活動，同樣可以直接參與社區事務。然而，目前在地區行政上沒有一個部門或組織有定期就區內
事務廣泛諮詢青年，系統地吸納他們的聲音，遑論就區內青年事務恆常進行研究和發表報告，讓社會
各界進一步了解他們的需要。當局與地區青年的溝通形式多為非正式諮詢，如私下閉門交流或食飯
茶聚，參加者既非公開招募，也非普羅青年授意的代表，反映的聲音不一定具代表性。一般年輕人
有想法，唯一接觸得到的反映渠道是區議員，惟其職能、人力和物力有限，故經常淪於紙上談兵，
吐吐苦水而已。
當然，年輕人仍可積極參與其他面向公眾的地區諮詢。它們大致分為兩種，第一種是針對區內不同
事務諮詢居民，例如發展規劃、重建工程、社區設施與服務等；第二種是針對全港性議題在 18 區
層面收集市民意見，例如《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等。兩種都是「議題為本」和不定期舉辦
的。然而，大部分地區諮詢只在社區會堂舉行宣講會或座談會，而且次數不多，青年平日上班
上課早出晚歸，很容易錯過這些活動。就算有時間參與，首先它們的形式千篇一律，官方會準備
一疊疊枯燥乏味的文件宣讀，氣氛如沉悶課堂般，很難吸引青年出席。更何況在這種形式下，青年
出席後也未必能夠完全掌握議題，最終就只剩下一些已有明確立場和目的之團體參加，淪為了單純的
表態會，失去向公眾解釋政策原意，促進討論之效。
其次，普遍地區諮詢的對象和資訊發放渠道往往不足。曾經有項關於改變土地用途的諮詢就只邀請
附近幾條街的居民，但實際上同區較遠的居民日常也會經過或使用那塊土地。而且當局慣以郵寄
方式通知持份者，沒有善用網絡之餘，也容易忽略區內其他關注組或相關團體的聲音，因而時常
出現新政策或規劃項目到了最後關頭，才遭大批市民突然反對。此外，區議會會議在一般情況是
開放給公眾旁聽，年輕人無疑是可以預約出席，不過現時每區的《區議會會議常規》均沒有允許
公眾發言，而且旁聽席有限，公眾只單向地了解區議會的工作，這絕非有效向區議員反映意見的理想
溝通途徑。
至於針對青年的正式諮詢，往往就只有推動大型政策或地區項目才有，如《土地大辯論》中特別
舉辦的青年交流會。可是絕大部分參加者來自政黨、建制社團和政府屬下的青年組織，他們同樣由
當局個別邀請，表達意見彷彿淪為某類青年的特權。加上過去已有不少研究調查發現，大部分年輕人
不認為在政策諮詢過程中，專業人士和政黨能夠代表他們的意見和立場 4，可見如此做法未能廣納
青年聲音。況且這種諮詢形式是由上而下主導，議題和議程事先由局方定好，參加者只能沿着
指引在既定範圍內提出意見。活動結束後，反饋機制亦不完善，青年不知自己的意見在政策制訂中
有何影響，也沒有收到局方的回應跟進。這些流弊同樣出現在非正式諮詢中，本研究一名受訪青年
不諱言指，曾獲當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邀請出席飯局表達意見，席間官員雖然有記錄筆記，但事後
毫無下文，不免令人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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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地區青年活動的不足
相比起加入實體參與平台或出席地區諮詢活動，參加地區青年活動是目前年輕人最常見，而且門檻
較低也可以接觸地區事務的途徑。政府近年亦不斷投放資源到有關的項目或計劃當中。然而這些
活動仍存在不少流弊，在此歸納為以下四點。
一、活動資訊零散，一般青年無從入手
體制上，負責統籌 18 區青年活動的部門主要為民政事務局轄下單位，包括：一、地區青年
活動委員會；二、地區青年網絡計劃；三、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社區參與小組；和四、部分
區議會轄下的青年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可是它們均欠缺完整、及時和容易接觸的活動資訊發
布平台，以致某些活動一時出現在民政事務總署網站，一時又在個別網站或社交平台宣傳，
但更多時是完全無跡可尋。例如 18 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中，設有網站或社交平台的只有九個*，
而地區青年網絡也是只有九個**，當中有些已長期沒有更新資訊，所顯示的委員名單是上一屆
的，活動資訊亦是數年前的。在這種情況下，一般青年想了解區內有何活動適合自己，根本
無從入手。
二、參加青年容易來自同溫層
沒有公開透明和具知名度的活動資訊平台，主辦機構招募參加者時就只能依賴自身網絡，
通常是把活動資訊發送到相熟團體或學校，並由社工或老師推薦學生參加，又或者讓以往參
加者介紹新朋友等。長此下去，招來的青年往往背景相近，甚至來自同一個社交圈子，因此
難以把活動推廣至區內其他類型和背景的青年，讓更多人受惠。
三、地區青年活動缺少地區元素
上一章提到，政府推行地區青年活動的一大宗旨是要鼓勵年輕人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加強
他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責任感。然而，現有的地區青年活動類型大多為興趣班、外遊交流和
嘉年華等，鮮有鼓勵青年認識和關心所屬社區的元素，遑論讓他們參與社區發展。以 2019 至
20 年度青年活動委員會批核的 501 個活動為例，當中不足一成是與關心或參與社區事務有關
（9.6%），其餘大部分是興趣班／運動／比賽（25.4%）、户外／外遊參觀活動（18.2%）和
工作坊／講座／研討會（17.4%）等（見圖六）。

註：* 分別是油尖旺區、灣仔區、沙田區、西貢區、中西區、離島區、葵青區、觀塘區、荃灣區
      ** 分別是黃大仙區、葵青區、九龍城區、大埔區、北區、西貢區、沙田區、深水埗區、中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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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2019 至 20 年度獲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批核的 18 區地區青年活動
1.4%
6.6%
8%

25.4%

展覽
嘉年華／綜合表演／大型主題活動

9.6%

與關心或參與社區事務相關的活動
訓練營／康樂營
工作坊／講座／研討會

13.6%

18.2%

戶外／外遊參觀活動
興趣班／運動／比賽
其他

17.4%
總數：501 項
資料來源：由研究員根據民政事務總署的青年活動資料庫作分類統計

一些區份的青年網絡計劃也有類似情況，如深水埗區在 2019 至 20 年度舉辦的 18 項活動中，
大部分是海外及內地交流團（如：到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廣州、肇慶交流等，共五項）、
興趣發展課程（如：學習咖啡拉花和蛋糕製作等，共五項）
、生涯規劃項目（如：旅遊及款待業
實習等，共三項），以及聯誼凝聚活動（如：團員聚會、舉辦營火會、領袖訓練計劃等，
共五項）5。要算與參與社區事務有直接關係的，恐怕就只有領袖訓練計劃中的兩次探訪長者
活動。毋庸置疑，以上活動都是有助青年身心發展，但不要忘記地區青年活動的一大特色
是加入社區元素。
四、活動成效如何，公眾無從得知
很多關心地區青年活動的人，包括政策制訂者、青年工作者、活動主辦方、家長和青年
自己，都想了解這些活動的成效。可是以往衡量活動表現的主要指標是參加人數、活動數目
和資助額等量性數據，很多時忽略了質性的評估。制度上亦沒有一個公開透明且有系統的活動
效能評核機制，讓以往參加者及相關專業人士進行評估和反映意見，故主辦方不但較難作出
有效改善，有意參加的青年亦未能進一步了解活動的質素。
縱使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等組織有責任監察活動的品質和推行，一些主辦機構事後也會透過
問卷或總結會等形式收集意見，但一來這些資料並非公開，主辦方重視與否，會不會改善，
均沒有保證，公眾無從監察；二來這些活動評核方式都是各施各法，出來的評價也是各自
表述，沒有相對科學和劃一的準則可作比較。須知這些地區活動的經費是由民政事務總署
撥款，每年動輒過千萬元。既然動用公帑，就要用得其所，公眾尤其是作為受惠對象的
青年，要得悉和監察這些活動的成效也是無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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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體制外的渠道
隨着公民社會日漸成熟，而體制內的參與又存在不少局限，很多青年因而選擇循體制外參與地區
事務，例如加入或成立上章提及的社區報或其他類型的地區組織。有些年輕人甚至認為在體制外
發聲比起在體制內更容易改變社區。然而事實是否如此？以下疏理了四種青年現時在體制外參與
地區事務的主要辦法：一、透過網絡平台發聲；二、成立地區青年組織；三、加入政治團體的地區
支部工作；以及四、加入社會服務機構的地區支部工作。從受訪者的經歷分享發現，年輕人在體制外
的參與過程中同樣面臨不少困難與挑戰。
5.2.1 難與政策制訂者接觸和溝通
無論是透過網絡平台發聲，還是成立地區組織，其力量都相對薄弱渙散，意見紛紜雜沓，碎片化的
問題尤其嚴重。一般青年要引起公眾及局方關注並不容易。以往能夠突圍而出的，往往是靠引人
注目的強硬言論和鮮明立場，他們傾向直接批評地區問題或當局的不足，有時甚至是直接採取
行動，如聯署、遊行集會、遞交請願信等。因此循這些途徑參與地區事務的年輕人在政策制訂者
眼中，很容易就被認為是較難接觸和激進，甚至是「不友善或不負責任」的一群，以致雙方容易
產生對立關係，難以建立有效溝通和互信。
其次，地區上的政策制訂者，包括民政專員和區議員等，均有着不同工作優次和重點，例如區內
某個重建項目、土地收回計劃和國慶慶祝活動等。所以他們未必有時間和心力兼顧個別青年或
組織提出的地區問題。很多地區關注組長年只能停留在關注層面，有受訪者就表示，天水圍有不少
團體和年輕人爭取公營街市多年，但一直未能引起當局注意。曾有關注組邀約官員會面，但卻不獲
答覆，後來通過區議員穿針引線才勉強約到負責官員見面表達訴求。然而，出席的官員卻開宗明義
指出，局方已經制訂有關方案，故這次交流只是聽聽意見而已。
5.2.2 難與政策制訂者建立信任
雖然一些具規模的社會服務機構與政府關係較為密切，有多些機會接觸政策制訂者，但實際上他們
之間的信任並不牢固。有受訪者表示社會服務機構理論上可以成為政府與青年溝通的橋樑，但社工在
這方面需要接受訓練。而現時政府有些官員認為社工或社會服務機構不太可靠，不應觸碰太多「政治」，
因為他們只是服務提供者，只要處理好青年活動和民生事宜便可。一直以來，這些官員對社會服務
機構採取不冷不熱、甚至是「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的態度，為此有不少社會服務機構都感到
很無力。礙於未能掌握政府的想法，故不少社工和社會服務機構都不敢積極為青年充權，鼓勵他們
參與地區事務，因為不想年輕人最終失望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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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資源不足和發揮空間有限
很多新興的地區組織都是年輕人靠着一番熱忱自發成立的，例如上文提及的「天水圍社區關注
組」和「活在觀塘」等。他們沒有穩健的財政來源，資源上自然要成員們自掏腰包和想辦法籌
募。由於組織的財力和人力長期緊絀，很少青年可以全職參與，故難以有效緊貼和跟進繁雜瑣碎的
地區事務。至於參與政治團體也會面對類似難題，尤其是非建制背景的政黨。再者，政治團體普
遍以角逐區議會議席為目標，那自然持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和重點關注議題，其資源分配及策略部
署亦早已定好。倘若青年關心的地區議題與團體的工作重心相異，又或者組織在某些議題的立場上
與青年有所出入，作為組織的一員還是要跟隨黨的路線和安排，可發揮的空間仍是有限。

1
2

3

4

5

前青年事務委員會（2018）。《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香港：前青年事務委員會。
蔡子強、陳雋文（2019年12月18日）。〈素人、新人、年輕人、碎片化衝擊區議會〉。《立場新聞》。
取自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E7%B4%A0%E4%BA%BA-%E6%96%B0%E4%BA%BA-%E5%B9%B4%E8%B
C%95%E4%BA%BA-%E7%A2%8E%E7%89%87%E5%8C%96%E8%A1%9D%E6%93%8A%E5%8D%80%E8%AD%B0%E6%
9C%83/
蔡子強（2015年12月4日）。〈蔡子強：殘酷的區選政治生態—當年華老去〉。《端傳媒》。
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04-opinion-districtcouncil/
青年課題研究組（2013年1月）。〈第5代香港人 —「90 後」的自白〉。《香港集思會》。
取自 http://www.ideascentre.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2/Report-TC-.pdf
深水埗區議會（2019）。〈深水埗民政事務處2019-20年度工作計劃〉。（深水埗區議會文件 209/19）。
取自 https://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sp/doc/2016_2019/sc/dc_meetings_doc/17506/SSSP_DC_2019_209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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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應具備甚麼條件？
當了解到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時面對的困難後，在提出具體改善建議前，本章會先討論一個根本性的
問題，就是怎樣的政策規劃才能有效促進青年地區參與。這可讓我們客觀對照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從而針對性地提出建議措施。
首先，參考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在 2012 年的《Investing in Youth Policy》報告，
本研究認為理想的政策規劃應以「資源為本」，即視年輕人為社會的重要資源和推動社會發展的
關鍵。有關策略應以建設大環境支援廣泛青年積極參與地區事務為目標，為他們充權以發揮最大的
潛能。當中政策制訂者要投放足夠多的資源和時間在青年身上，並視之為有價值的投資，其回報
不單止是經濟上的，更包括對社會以至文化資本上的貢獻。至於「問題為本」的政策思維早已不合
時宜，它視青年為「問題製造者」。在這種思維下，有關政策規劃、工作優次和資源分配都會集中
於所謂的「問題青年」身上，例如針對弱勢青年和童黨，防止青年犯罪等。這容易導致政策欠缺
宏觀視野，政府部門間各自為政，缺乏跨局合作，而推出的應對措施也傾向以懲罰性和補救性為主1。
事實上，2018 年政府公布的《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就展現了「資源為本」的取態。
當中在公民參與部分提及「青年是社會的正面資產和推動社會發展最具潛力的一代，我們應更積極
製造機會邀請他們貢獻社會」2，這一點無疑適用於鼓勵青年地區參與的範疇上。不過要有效營造
「資源為本」的政策環境，乃需達到相應的客觀條件和元素，才能保障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效能。
然而，當局未有進一步闡述在執行上應符合甚麼標準才能達致這個目標，而坊間也未見相關系統性的
討論。有見及此，本研究參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關研究報告提出的準則，
配合受訪者的意見，嘗試按本港地區層面的背景勾勒出一個能夠促進青年地區參與效能的具體
規劃，供不同持份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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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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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UNICEF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Outcomes of Adolescent Participation（2018）”、“Adolescent and
Youth Engagement Strategic Framework（2017）”，以及 OECD “Better Policies for Better Youth Livelihood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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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下稱「規劃」）有五大基本目標：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
一些守舊社會觀念，例如過份強調論資排輩、重男輕女、崇尚「棒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
等，以及一些對青年的刻板印象，例如年輕一代多「廢青」，他們被寵壞、無知衝動、
愛搞事、沒有能力，以及不可以給他們作決定等，都是不利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社會障礙。
當這些觀念越普及，年輕人的聲音就越容易被忽略、輕視，以至排除在政策制訂的過程外。
「規劃」應致力掃除這些社會壁壘和對青年的誤解，同時展現青年參與對其個人和社會發展的
重大價值。
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
要保障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權利和效能，乃需良好的法制與政策環境支持。例如要具備有效
的制度化參與渠道、有充足的時間、空間，以及資源讓青年發揮、有足夠的法例保障年輕人
不會因表達意見而受到威脅、恫嚇，甚至懲罰、讓青年參與變得長期和持續而不是只有短期
或一次性活動等。有了健全的政策環境，年輕人的參與權利將會得到保護、尊重和滿足。
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若然青年對社區事務漠不關心、對自己的參與能帶來貢獻渾然不知，又或者對於如何參與
才能改善社區毫無概念，都會令參與效能大打折扣。因此「規劃」必須透過不同渠道和形式
加強青年對所屬社區的認識，以至社區歸屬感和責任心，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參與權利和
價值，從而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地區事務。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
單有腔熱情和理想還是不足夠的，「規劃」需要專業人士及導師等角色為青年提供相關的
知識與技能培訓，以及灌輸正確的參與態度。這些導師要營造多元包容和鼓勵參與的環境，
從中讓青年進一步了解地區行政與治理，訓練邏輯思考、溝通表達、克服困難和化解衝突等
個人能力，並在參與過程中培養自信、同理心、尊重他人和不忘初衷等正確態度。
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最後，「規劃」要提供足夠的時間和制度化的渠道讓青年能就影響自身的地區事務向政策
制訂者表達意見，並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發揮影響力。這些途徑必須多元開放和符合青年的
特性。例如要善用他們常用的社交媒體和討論區等網上平台，同時改善現有的地區諮詢、加強
地區青年網絡等傳統線下渠道。而有關資訊要公開透明和流通，好讓青年在平等的訊息基礎
上共同參與。針對處於弱勢或不利條件的年輕人，局方有責任製造機會協助他們表達想法，
需要時更要保護他們的身份和私隱。畢竟所有青年都有平等的參與權利，而實際上他們能否
有效參與是取決於有沒有足夠的支援配套，而非僅以個人能力決定。另外，要適時檢視這些
措施和參與渠道的效能，通過定期的研究調查了解青年的需要，從而跟上社會轉變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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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應具備甚麼條件？

在具體執行上，「規劃」針對目前青年地區參與三種主要形式：一、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二、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以及三、地區青年活動，提出相應的理想條件。
一、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這是一個常設架構，可以是體制內的，亦可以是體制外的。比起短期或一次性的諮詢和地區
青年活動，參加者需要付出較多時間和心力，對他們的能力要求、投入程度和參與持續性
都會較高。此形式可滿足部分參與熱忱高企的年輕人之需要。
面向：

條件一、為青年而設，讓他們參與地區事務
有效的參與平台應針對青年特性和需要而設，因為他們處於人生階段中成長學習的關鍵時期，
所需要的支援和保護都與其他年齡層截然不同。現時的「地區青年網絡」和「青年活動
委員會」正正扮演着類似的角色。而此平台應讓青年能夠就影響自身的地區事務表達意見，
範疇不應只局限於教育或健康等與他們直接有關的事務，其他影響他們的議題如環境、交通
和房屋等，青年理應可以關心和參與發聲。
組成辦法：

條件二、有公開透明的渠道讓普羅青年選擇加入
每位青年都有參與地區事務的權利，平台應當開放渠道讓廣泛青年能夠加入，增 加 其
認 受 性。就着處於弱勢、不利條件或社會邊緣的年輕人，平台應儘量提供援助，製造機會
讓他們參與。當然，年輕人也有權選擇不參加或不表達意見，又或者在參與期間中途退出。
他們不應被迫或受壓去做一些違背意願的事情。

條件三、由青年主導
過去的經驗和不少研究都讓我們知悉，青年參與的過程若由「成年人」佔領主導地位，他們
容易被動地跟隨「成年人」的意旨和「經驗智慧」行事。在此情形下，議程由「成年人」
制訂，有想法的年輕人不但難以抒發己見，議程的側重點亦往往並非他們最關心的地方。
這種參與容易流於形式主義，更有可能讓青年覺得不被尊重，對制度產生反感，大大降低參
與意欲和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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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社會學家 Roger Hart 的「青年參與階梯」理論3，青年參與可以分為以下八個程度：
表十一：Roger Hart 的「青年參與階梯」理論

青年發起，與成年人共同決策
青年發起和主導
成年人發起，與青年共同決策
獲諮詢及知情
被任命但知情
象徵式
此三項不能算是

裝飾

青年參與

操縱

青年發起，與成年人共同決策
扼要

由青年發起和主導參與項目，並邀請成年人幫忙協調、決策，助青年達到目標。過程中，青年可從
成年人身上吸收經驗和知識，而兩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青年發起和主導
青年可以發起和主導項目，而成年人充當支援的角色。例如學校校長允許學生提議舉辦校園環保日，
並讓他們全權負責，學校只提供他們所需的資源。
成年人發起，與青年共同決策
成年人發起項目，青年可以參與項目的設計、決策和執行等過程。例如成年人發起青年節活動，
年輕人可提議在節目中加入歌唱比賽，於是成年人與青年一起商討如何籌備和申請活動資助等。
獲諮詢及知情
青年能夠就成年人制訂和執行的項目給予建議，而且他們會被告知項目的內容、其建議將如何
發揮作用，以及成年人的最終決定。
被任命但知情
青年雖然是被指派完成某項任務或擔當某個角色，但他們了解參與有關工作的目的和意義。
象徵式
青年彷彿可以表達意見，但實際上只有很少，甚至沒有機會自行決定說甚麼、如何說、有甚麼
立場，和與其他年輕人討論等。青年只是成年人的代言人。
裝飾
青年的參與只是用來粉飾成年人的決定，他們對最終決策沒有任何影響。例如一班年輕人在一個
論壇中，照讀由成年人準備的一份講述青年問題的稿件。
操縱
成年人有絕對的權力，他們利用青年來達成其目的，並假裝這是青年的意願。年輕人不理解事情的
脈絡和意義。

58

6. 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應具備甚麼條件？

按照 Roger Hart 的理論，「象徵式」、「裝飾」和「操縱」都不能算是青年參與，因為它們未能符合
以下真正參與的特質：
1. 青年理解參與的目的；
2. 青年知道在參與過程中誰是最終決策者以及決策的原因；
3. 青年的參與角色有實質意義（並非「裝飾」）
；以及
4. 青年明瞭參與內容後是自願選擇參與。
其餘五項參與程度均有它的價值與意義，不一定每次都要達到最高層次，因為不同年齡和背景的
年輕人會偏好不同參與及承擔責任的程度，關鍵是要按他們的能力和意願，提供足夠和合適的參與
機會與環境。
至於這裏提到的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是為青年而設，選擇加入的往往是積極性高、願意承擔更多
責任的年輕人。因此理應給予他們更多信任和支持，讓他們作主導角色，例如可以自訂議程、分配
資源、自己發掘社區問題並作出改善建議，過程中的研究分析、倡議，甚至行動都可以自己思考和
計劃。而「成年人」則扮演促進者的角色，可以提供指導、人脈網絡、資訊和資源配套等，協助青年
達成目標。這種參與方式有助加強年輕人的積極性，並善用其潛能，發揮更大影響力。
權利：

條件四、成員可直接向有關官員表達意見並獲得清晰回覆
上文提到青年有表達意見和參與的權利，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看法一定會改變政策的最終
決定。然而，平台應讓有關官員聽到青年成員的想法，而且官員必須認真考慮他們的意見並作
出清晰的回應，包括讓年輕人知道他們的意見如何影響政策的決定、為何當局採納或不採納
其建議等。

條件五、成員的意見能傳達到區議會會議討論或表決
有需要時，青年成員應有機制將意見傳遞到區議會會議中作進一步討論和跟進，而提出意見的
青年可以參與其中。這不但有助青年感受到他們的意見有被決策者重視，增加參與效能感和
對社區的歸屬感，有關當局亦能藉此廣納建言，善用年輕人的智慧。

條件六、成員與政策制訂者有直接和恆常的溝通機制
平台應設有與相關政策制訂者建立恆常而直接的溝通機制（如：定期開會見面），讓青年獲得
更多地區資訊（如：各部門的角色功能、有關地區事務的數據資料等）
，這有助青年提出可行性
更高，更有參考價值的建議。其次，它讓年輕人得到充分被諮詢的機會，從而避免「有事
鍾無艷，無事夏迎春」的情況出現，這是保持良性互動關係和建立互信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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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配套：

條件七、有充足穩定的財政及人力資源
很多時青年有意關心地區事務，也能想到不少好的方法改善地區民生，奈何出於經費不足或
時間有限，未能作進一步探究和付諸行動。因此平台要營造一個方便青年參與的環境，最基本
就要提供充裕的時間和資源確保成員能作足夠的參與準備，讓他們具備足夠信心盡情發揮。

條件八、有導師提供指導、幫助和培訓
為了提升青年的參與效能和促進個人發展，平台需要熟悉地區事務的專家，如地區官員、
區議員、前線社工和學者等充當導師和保護傘的角色，為有需要的成員提供指引、協助和
培訓。例如教導成員地區行政的基礎知識、分析地區議題的技巧、與不同持份者的溝通
方法、保護他們在參與過程中不會受到威嚇、剝削，甚至暴力對待等。當這種師友關係逐漸
建立後，導師更可成為青年的榜樣，讓他們在學業、事業、生活和社交等人生不同面向獲得
更好的發展。

二、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
每當政策制訂者希望就某個公共議題或政策措施廣泛收集年輕人的意見時，舉辦青年參與或
諮詢活動是較常見的做法。這類活動一般是短期或一次性的為主，對參加者需要付出的
時間、精力和投入程度要求略低，因此容易做到大規模參與，而收集到的聲音都會相對有
代表性。但對於參加者而言，這種參與形式的影響力未必如直接加入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般大。而值得留意的是，就算這種參與或諮詢活動相對易辦，不代表可以一本通書讀到老，
理想的「規劃」仍要製造不同機會給予年輕人選擇其他更高層次的參與形式。
面向：

條件一、恆常就區內青年事務進行研究並發表報告
青年具有千般萬樣，生活於不同區份的青年所面對的問題和需求可以截然不同。「規劃」應
定期就區內青年事務進行研究調查，例如透過問卷調查、焦點小組訪問和深入對談等方法
了解當區青年的特性和想法，從而讓政策制訂者及其他關心青年的持份者能準確理解和照顧
他們的需要。

條件二、恆常就地區事務廣泛諮詢區內青年
不少青年認為現時當局針對青年的諮詢活動少之又少，但地區上不同事務如教育、衞生、
文娛康樂等都有青年面向，要有效吸納年輕人意見，「規劃」應定期舉辦針對青年群組的諮詢
活動，收集他們對各項地區議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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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應具備甚麼條件？

資訊透明度及流通性：

條件三、善用多元渠道和形式發放資訊
很多青年因沒有收到相關資訊而被間接排除在諮詢活動以外，「規劃」應多用線上（如：社交
媒體、討論區）和線下（如：學校、區議員網絡）等多元渠道發放訊息，好讓更多年輕人
獲悉活動詳情並選擇參與。
參加門檻：

條件四、有公開透明的渠道讓普羅青年選擇參加
舉辦青年參與及諮詢活動的目的就是要廣泛收集年輕人的意見，讓局方更準確掌握他們的
想法。因此有關活動不應設置過高門檻，例如只邀請某類青年出席（如：具政黨背景、積極
參與政府活動的年輕人）
，「規劃」應開放報名渠道，讓不同背景的青年都有平等的參與機會。
諮詢形式：

條件五、多元廣泛，切合不同青年的需要
這些諮詢活動的形式應儘量多元靈活，有時可以在網上進行，方便工作或學業繁忙的青年；
有時需要切換不同語言，方便少數族裔；有時更可以遊戲形式進行，方便年紀較輕或專注力
較弱的青年朋友。多元的諮詢形式能切合更多年輕人的需要，為參加者營造良好的氣氛暢所
欲言。

條件六、設有青年意見反饋機制
諮詢活動結束後，政策制訂者應在特定時間內就參加者的意見作出回應，闡述局方對其意見的
看法及跟進工作，讓青年感受到其參與為地區發展帶來的改變。倘若這部分草率了事，整個
諮詢的成效和意義便會大打折扣，有時甚至會適得其反。

三、地區青年活動
地區青年活動是以一種較輕鬆、間接和生活化的形式接觸年輕人，參加者未必能夠像加入組織
架構或出席地區諮詢活動般直接參與社區發展。但這並非意味着地區青年活動不重要，好的
活動往往能夠從基礎入手，逐漸鼓勵青年認識及關心社區，是培養參與能力的重要渠道。
面向：

條件一、提高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意識
地區青年活動可以有多元面向，例如協助青年發掘興趣、吸收不同課題的知識、建立生活
技能等。而優質的地區活動應同時注入地區元素，讓年輕人了解自身與社區之間的關係，並
意識到社區參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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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二、製造機會讓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除了提高青年的參與意識，活動應進一步製造機會給青年參與地區事務。例如透過比賽鼓勵
他們思考創新方案改善社區、通過義工服務讓他們接觸社區上不同持份者，聆聽普羅大眾的
需要、舉辦工作坊給青年向政策制訂者學習地區行政的基礎知識等。

條件三、有助青年個人成長與發展
除了社區面向，活動最終亦應以促進青年的個人成長和發展為依歸。
資訊透明度及流通性：

條件四、善用多元渠道和形式發放資訊
目前地區青年活動星羅棋布，「規劃」應把雜散的活動資訊予以統合，例如設立一站式活動
資訊平台，並善用線上及線下的多元渠道和地區網絡把活動資訊傳遞給儘可能多的青年，
增加他們參與的機會。而發放資訊的形式也要儘量迎合青年的特性，可考慮多用影片、音樂、
年輕人常用的語言等，這部分無疑可以邀請年輕人一起準備，從而吸引更多青年關注。

條件五、活動資訊及時和切題
現時有不少活動資訊已多年沒有更新，大多是回顧過去的活動，這對宣傳未來活動，讓更多
青年受惠這方面幫助不大。有效的活動資訊應是及時、全面、容易接觸，能夠讓年輕人了解
即將舉辦的活動詳情、規模、目的和意義等，從而增加他們參加的機會。
評估機制：

條件六、設有活動效能評估機制
完善的效能評估機制能夠系統地收集參加者的感想和建議，並有相關專家作出客觀的分析及
檢討。這樣活動的主辦方將可更科學地監察、評核和及時改善活動的成效，而其他有興趣參加
活動的青年或相關持份者亦能夠進一步了解活動的質素。

基於研究員所掌握的資料及部分受訪者的意見，表十二嘗試以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
劃」量度現實狀況，分析目前各種參與渠道有哪些條件做到，有哪些未做到。由於所牽涉的範疇、
組織和地區甚廣，而且公開資料有限，故表十二的分析判斷有機會存在微細誤差，但從宏觀角度上
有助不同持份者參考，讓他們進一步了解現實中有待改善之處。
圖表的較上部分是「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的各項條件，而圖表的左下部分則羅列了現時
青年在體制內和體制外參與地區事務的主要渠道。符號「 」代表該渠道符合相應的條件要求，例如
區議會在「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中的「權利」部分，達到「成員與政策制訂者有直接和恆常的
溝通機制」此條件，其相應的方格便會填上「 」。 符 號 「 」代表該渠道在某方面或某程度上
符合相應的條件要求，但並非完全符合，仍有很大改善空間。例如區議會在「地區青年活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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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透明度及流通性」部分，某程度上達到「善用多元渠道和形式發放資訊」此條件，因為 18 區
區議會中，有些區份有善用線上及線下的多元渠道發放資訊，但有些區份則只依賴單一渠道發放
資訊，故並非完全符合，其相應的方格便會填上「 」。符號「 」代表該渠道未能符合相應的
條件要求，例如區議會在「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中的「諮詢形式」部分，未能達到「設有
青年意見反饋機制」此條件，其相應的方格便會填上「 」。
至於「n」則代表不適用，事關有些渠道的性質和成立目的並不一定是為了達到某方面的條件要求。
例如區議會在「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中的「面向」部分，就算未達到「為青年而設，讓他們
參與地區事務」，但因為區議會的性質和成立目的是服務廣大市民，並非只限於年輕人，因此在
相應的方格上會填上「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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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理想「規劃」與現實的對照 （註：   ＝達到；   ＝部分達到，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沒有達到；n＝不適用）
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基本目標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參與渠道／形式

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

具體條件

面向

組成辦法

條件一

條件二

條件三

條件四

條件五

條件六

條件七

條件八

為青年而
設，讓他
們參與地
區事務

有公開透
明的渠道
讓普羅青
年選擇加
入

由青年主
導

成員可直
接向有關
官員表達
意見並獲
得清晰回
覆

成員的意
見能傳達
到區議會
會議討論
或表決

成員與政
策制訂者
有直接和
恆常的溝
通機制

有充足穩
定的財政
及人力資
源

有導師提
供指導、
幫助和培
訓

區議會

n

n

支援配套

n

體制內

現時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主要渠道

區議會轄下的
委員會／工作
小組

n

地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

n

地區青年網絡
公民教育委員
會的社區參與
小組
綜觀體制內的主要
參與渠道

n
•
•
•
•

未見有一個渠道能完全達到「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中的所有條件
未有渠道能完全達到條件一、三、八
只有區議會達到條件二
至於條件四至七，體制內的渠道有一定優勢，有不少渠道如區議會和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社區參與
小組都能完全達到

社會服務機構
體制外

n

地區青年組織
政治團體

綜觀體制外的主要
參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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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n

n

• 由於是體制外的關係，除了社會服務機構相對有充足穩定的財政及人力資源外，其他渠道都未能
完全達到條件四至七
• 社會服務機構和政治團體普遍有導師或「師父」為年輕成員提供指導、幫助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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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理想「規劃」與現實的對照 （註：   ＝達到；   ＝部分達到，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沒有達到；n＝不適用）
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基本目標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參與渠道／形式

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

具體條件

面向

資訊透明度及
流通性

參加門檻

諮詢形式

條件一

條件二

條件三

條件四

條件五

條件六

恆常就區內
青年事務進
行研究並發
表報告

恆常就地區
事務廣泛諮
詢區內青年

善用多元渠
道和形式發
放資訊

有公開透明
的渠道讓普
羅青年選擇
參加

多元廣泛，
切合不同青
年的需要

設有青年意
見反饋機制

地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

n

n

n

n

n

n

地區青年網絡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區議會

體制內

現時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主要渠道

區議會轄下的
委員會／工作
小組

公民教育委員
會的社區參與
小組
綜觀體制內的主要
參與渠道

• 未見有渠道能完全達到「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中的任何條件（由於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地區青年網絡，及公民教育委員會的社區參與小組的性質或成立目的都不是明確為了舉辦「地區
青年參與／諮詢活動」，故自然也沒有做到有關條件）

體制外

社會服務機構

n

n

n

n

n

n

地區青年組織

n

n

n

n

n

n

政治團體

n

n

n

n

n

n

綜觀體制外的主要
參與渠道

• 這些渠道的性質或成立目的都不是明確為了舉辦「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故自然也沒有做到
有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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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理想「規劃」與現實的對照 （註：   ＝達到；   ＝部分達到，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沒有達到；n＝不適用）
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基本目標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參與渠道／形式

地區青年活動

具體條件

面向

資訊透明度及流通性

評估機制

條件一

條件二

條件三

條件四

條件五

條件六

提高青年參
與地區事務
的意識

製造機會讓
青年參與地
區事務

有助青年個
人成長與發
展

善用多元渠
道和形式發
放資訊

活動資訊及
時和切題

設有活動效
能評估機制

區議會

體制內

現時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主要渠道

區議會轄下的
委員會／工作
小組
地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
地區青年網絡
公民教育委員
會的社區參與
小組

綜觀體制內的主要
參與渠道

• 未有渠道能完全達到條件一、二、四、五、六
• 所有渠道均能達到條件三

社會服務機構
體制外

地區青年組織
政治團體

綜觀體制外的主要
參與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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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青年組織和政治團體都有強烈參與地區發展的目的，故均能達到條件一至三
• 在資訊透明度及流通性與活動評核方面，這些渠道均未能完全達至條件四至六

6. 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應具備甚麼條件？

1

2
3

UNESCAP (2012). Investing in Youth Policy: The Case for Youth Policy Development in Asia-Pacific.
Retrieved from https://yptoolbox.unescapsd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8/Investing_In_Youth_Policy.pdf
前青年事務委員會（2018）。《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香港：前青年事務委員會。
Hart, Roger. (1992).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From Tokenism To Citizenship. Innocenti Essay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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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效能的措施建議
眼見理想的「規劃」與現實之間存在不少落差，反映現行制度仍有許多改善空間。本章將針對第五章
發現的不足，並參照「規劃」提及的條件準則，從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
活動，以及地區青年活動三方面提出十大具體措施建議，從而全面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效能。
表十三：提升青年地區參與效能的建議策略

目標：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效能
三大渠道

範圍

實體參與平台或

體制內

組織架構

地區青年參與或
諮詢活動

措施建議
區議會設立「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
區議會推行「 18 區青年參與計劃」

體制外

商界成立「青年顧客參與小組」

線上

善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主動與青年網上溝通

線下

舉辦「 18 區青年論壇」
設立「年度地區研究資助計劃」
建立一站式活動資訊平台

地區青年活動

體制內

研設活動評核機制和加強 18 區經驗分享
重思地區青年活動的定位，平衡活動的類型

體制內及外

區議會試行參與式預算

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
建議一、區議會設立 「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
目的：在體制內增設專責地區青年事務的平台，為更全面照顧區內青年的發展，促進青年有
效參與地區事務先打下基礎。
長久以來，不同區議會可按需要成立不同委員會和工作小組，協助執行區議會的職能。根據
區議會網站資料，上屆只有北區、屯門區、大埔區和沙田區，共四區設有針對青年事務的
工作小組。而今屆截至 2020 年 10 月，已增加至八區，分別是東區、觀塘區、深水埗區、
油尖旺區、葵青區、沙田區、大埔區和屯門區。
當中葵青區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和觀塘區的「社會服務及青年發展委員會」在架構上更比
工作小組高一級，其權力和影響力自然更大。它們可以按需要成立屬下工作小組，如葵青區
「青年事務委員會」轄下就成立了「青年領袖培訓工作小組」、「多元發展工作小組」和「性別
平等及性教育工作小組」，更針對性和有策略地處理青年事務。另外，委員會主席會獲邀
出任地區管理委員會（下稱區管會）的委員，區管會由民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除了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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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區內各主要部門代表有更緊密的聯繫，18 區區管會擁有每年 8,000 萬元撥款的「地區主導
行動計劃」決策權，委員能夠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1。
然而，目前 18 區中仍有逾半的區份未有專責青年事務的單位，架構未盡完善。其次，以往
不少針對青年事務的工作小組職能有限，大多只舉辦青年興趣活動。如果要更全面照顧區內
青年的發展，包括他們參與地區事務的權利，各區議會除了要成立「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
小組」外，其職能應包括以下面向：
1. 恆常廣泛諮詢區內青年，提供多元渠道讓他們表達意見，並積極回應青年聲音；
2. 教育青年公民意識，促進他們積極參與社區發展，提升其社區歸屬感；
3. 提供青年活動與服務，定期評估它們的效能；
4. 聯繫區內各促進青年發展的持份者，如校長、教師、社工、公民社會領袖和政府官員
等，善用各方優勢和資源促進青年發展；以及
5. 定期向政策制訂者反映意見，並向市民報告工作進度。
有了主理青年事務的對口單位及清晰職能，資源運用和工作目標將更加集中，為日後在18區
層面促進青年發展打下穩健根基。

建議二、區議會推行「18區青年參與計劃」
目的：在體制內增設青年實體參與平台，以符合理想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
有關「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的各項條件。
正如《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提到要建立開放、透明和互動的平台鼓勵青年
參與公民事務和討論政策，並善用各地區的青年網絡讓他們在地區層面作出貢獻2，各區區議
會可與地區團體或具規模的青年服務機構合作，推行地區青年參與計劃（下稱「計劃」），
目的有三：一、增加青年參與地區事務的渠道；二、培養青年的公民意識和社區歸屬感；以及
三、促進社會各界了解青年想法及認識相關議題。如當區區議會設有建議一的「青年事務
委員會／工作小組」，此「計劃」更可由這個部門主導。
「計劃」的成員如何產生？
以下是初步概念，區議會可因應實際情況進行調整。首先，每區「計劃」約有 15 至 20 個成員
名額，由當區青年，即在該區居住、讀書或工作的年輕人投票選出，任期兩年，有興趣加入
的 15 至 35 歲當區青年均可報名。報名後每名參加者將獲得一份「知識包」，內容涵蓋當區現
況簡介、撰寫建議書和表達技巧等基礎地區行政知識。然後他們要撰寫一份改善地區發展
方案，以及拍攝一條約三分鐘的自我介紹短片，並上載到活動網站讓公眾檢閱。這方面區議會或
負責籌辦的青年服務機構可考慮與傳媒機構合作，善用它們的網絡平台，以增加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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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主辦方須舉辦社區論壇，邀請參加者介紹自己的改善地區發展方案，並且進行辯論，
好讓當區青年從多角度認識他們和討論社區議題，同時提升參加者的議政能力及知識。最後
在區內的中學、大專院校，以及兒童及青年中心等較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設置票站，讓當區
15 至 35 歲的年輕人帶同證明（可以是學生手冊或函件），投選心儀的參加者。最終得票最高
的 15 至 20 名參加者，將成為當區「計劃」的成員。
「計劃」的成員有何職責和權利？
在地區層面，首先「計劃」須為成員提供一系列有關認識地區行政和議題的課程、活動和
工作坊等，並邀請政府官員、區議員、學者、地區組織領袖等擔任導師，提升成員對地區
治理的認識和培養各方面的核心技能，如理性溝通、分析、解難和組織能力等。其次，成員
將充當區議會的青年顧問。一方面區議員可以因應需要，就各項地區議題諮詢他們，從而更
掌握青年脈絡。另一方面，成員亦可以就所關心的地區事務主動提出意見和建議，並透過
區議員把議題（包括他們當初參加「計劃」時提出的改善地區發展方案）帶進區議會大會或
相關委員會及工作小組的會議中討論。
在全港層面，當局可讓青年發展委員會（下稱 YDC）善用此地區青年網絡，考慮招納「計劃」
的成員（18 區共約300人）成為現時「YDC青年大使計劃」的青年大使，讓他們除了可
以參與原有的培訓和交流活動外，每年更可選出十個年輕人關心的青年發展議題，向 YDC
主席 — 政務司司長反映年輕人的聲音。然後司長可把議題帶到政府有關部門，甚至立法會
討論，並以書面形式向青年大使匯報有關討論結果及回應問題。
此外，有關 YDC 委員的組成辦法，坊間多年來都有不少質疑和討論，很多人希望破除傳統
精英主義，儘量讓背景多元的年輕人加入，反映不同意見。「計劃」成員正好來自全港
18 區，具有一定代表性，而且背景相對多元，故建議 YDC 可先開放一至兩個委員席位由
YDC 青年大使每兩年互選產生，若然成效理想，可以逐漸開放更多委員席位給青年大使擔任。

建議三、商界成立「青年顧客參與小組」
目的：促進體制外其他對地區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持份者重視和善用青年的聲音及參與，並為
青年提供參與平台，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
架構」的相關條件。
除了體制內，體制外也有很多持份者對地區發展影響深遠，其中商界從不缺席。大、中型
企業如發展商、鐵路、巴士和電力公司等都可以直接影響一個社區的設施、環境和交通等
規劃，有些企業更不時推出各式各樣的地區項目，以履行社會責任和推廣企業訊息。以中電
為例，它就設有一系列社區基金（如：綠適樓宇基金、教育基金）和社區關愛項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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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出夢想、中電有「營」飯堂），不但資助屋苑、商場及工商業樓宇進行公用地方節能
改善工程，而且針對基層家庭、青年和長者等個別群組的需要，落區提供義工服務和教育
活動，推廣環保節能訊息。
青年作為所屬地區的主人翁，往往比不少大公司更加熟悉區情和了解年輕客群的需要，而且
他們一向樂於表達想法。不少以青年為骨幹和議題導向的社區關注組近年如雨後春筍般
湧 現，如北葵涌交通關注組和天水圍天耀街市關注組，他們關心的課題正正與巴士公司和
發展商的業務息息相關。因此，與其雙方各自在平行時空為社區付出，不如主動尋求協作
空間，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本研究建議企業在推行地區項目時，可積極考慮成立「青年顧客參與小組」
（下稱「小組」）
，
公開招募和邀請當區不同背景的青年加入，例如是與議題相關的地區組織成員和建議二提到
的「地區青年參與計劃」成員。「小組」的職能必須明確清晰，基本要包括：一、就企業
地區項目內容提出意見和建議；二、加強企業與區內青年的溝通；以及三、讓青年參與推廣
和發展相關社區項目。另外，企業亦應為「小組」成員提供足夠的指導、幫助與培訓，讓成員
充分理解地區項目的內容、目的，甚至挑戰等。
如此一來，商業機構就能夠及時有效地了解年輕客群的想法，並邀請他們參與其中，讓地區
項目變得更具創意、活力和貼合社區需要。此舉亦能創造契機讓企業與青年建立良好關係，
提升公司形象，爭取更多年輕客群支持。對青年而言，「小組」可為他們提供更多參與地區
事務的渠道，從中獲得公民參與的效能感和社區歸屬感。青年更可藉此了解企業的運作和
社會責任，認識商界與社區之間的關係，同時訓練各方面的核心技能，如溝通和解難能力，
這對個人成長和發展均有所裨益。
事實上，現時商界在地區上不難找到讓青年參與的機會。例如研究員於 2020 年初與葵青區
主理青年事務的區議員交流時就得悉，港鐵青衣站U3整層多年來一直擱置，因為它只能由
機場快綫月台樓梯通往，人流較少，未能吸引商店進駐。不少區議員都希望探討有否機會
讓其成為青年空間，開放給葵青區的年輕人使用。倘若港鐵有意發展新用途，大可成立
「葵青區青年顧客參與小組」，邀請當區青年一起商討和計劃如何善用這塊地方，總好過一直
置之不理，白白浪費珍貴資源。
相比起在體制內推進一步，體制外的商界或許有較多發揮的空間。只要目標清晰一致，當
社區上有越來越多企業願意向前邁進，而年輕人能夠以積極務實的態度去討論地區事務，
社區的凝聚力自不然提高，並且能夠在融洽的環境中繼續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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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
建議四、善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主動與青年網上溝通
目的：提升目前地區青年線上參與或諮詢活動的效能，以達到「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的大部分條件。
要了解青年，與其坐定等他們來反映意見，不如主動到年輕人的地方聆聽他們的聲音，網絡
世界自然不可忽視。首先，充當重要諮詢角色的各區區議會應躬先表率，善用各大網絡
平台，開設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專頁、Telegram 和 YouTube 頻道，以及連登討論區
帳號，由各區秘書處協助經營，秘書處或需聘請更多熟悉社交媒體的職員負責處理。各區
區議會可因應不同平台的特性，互相配合使用，並從線下及線下不同渠道宣傳這些諮詢
活動，先與青年為主的廣大網民接軌。
有了這些平台，除了日常發放社區資訊外，各區區議會應定期（如：每半年）在 Facebook
專頁和 Telegram 頻道開帖，就着區內交通、環境衞生、社區設施和其他範疇等，在指定
時間內（如：一個月）讓網民留言提出意見和建議。為減少沒意義或惡意的回應，帖文可先
闡明留言規則，例如粗言穢語或人身攻擊的留言會被過濾。然後把每次最多人關注的三個地區
議題帶到區議會會議中討論。接着各區區議員可乘職務之便，發揮橋樑角色，邀請相關政府
官員和持份者，到Facebook或YouTube直播討論市民關心的議題，並與網民即時互動，回應
提問。為喚起更多青年關注，直播更可由年輕的網絡紅人或建議二的「計劃」成員主持。
直播完結後，完整內容除了須存放到各區區議會的網頁、Facebook、YouTube、Telegram，
以及一站式青年網站 Youth.gov.hk 讓市民隨時重溫外，亦應善用 Instagram 和連登講求
資訊簡單直接、輕鬆有趣和快速流動的特性，分享內容摘要。另外，相關政府部門或區議會
須就直播內容提供書面回應，闡述跟進工作，這些資料同樣須上載到區議會各個網絡平台和
Youth.gov.hk 讓公眾查閱。過程中，政府的積極配合和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民政事務
總署及其轄下部門，當須履行職責，積極評估各個區議會和居民的意見和回應，促進區內
居民參與地區事務。

建議五、舉辦「18 區青年論壇」
目的：加強目前地區青年線下參與或諮詢活動的效能，以達到「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的大部分條件。
線下方面，目前 18 區均設有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本研究第五章指出現時的
地區青年活動缺少地區元素，鮮有鼓勵青年關心和參與社區發展，可是委員會的職責就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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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青年公民意識和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因此委員會須盡心履責，不妨研辦定期（如：
每半年）的地區青年論壇。透過公開招募形式，讓區內所有年輕人都有機會參加，並就關心的
地區事務直接與官員和區議員提出意見和交流，使政策制訂者一方面掌握年輕人脈絡，另一
方面也能向青年講解政策制訂的考量。
論壇的規模可因應實際情況而定，不一定大規模上百人才算成功，有時 10 至 20 人的小規模
焦點討論，也具成效，同樣達到溝通目的。惟論壇的參加門檻、地點、時間、形式、議題、
資訊發放渠道等，要儘量切合廣大青年的需要。而活動結束後，委員會應聯同有關當局，
最理想在半年內就論壇內容作出回應，闡述局方的看法和跟進工作。

建議六、設立「年度地區研究資助計劃」
目的：促進政策制訂者和影響者恆常就區內青年事務進行研究並發表報告，以達至「促進
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的相關條件。
生活於不同區份的青年所面對的問題和需求都可以截然不同。但目前有關地區層面的青年
研究鳳毛麟角，往往導致地區官員及區議員難以準確理解和照顧他們的需要。
為了讓所有關心年輕人的持份者都能及時了解區內青年的所需所想，各區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
可參考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的做法，它每年會預留一定資金讓不同
學術院校或智庫申請，從而推動公共政策研究及實證為本研究，以促進公共政策討論。此
計劃亦會為申請經費的學院或智庫建議不同研究議題，例如土地及房屋、經濟發展等。回到
在地區層面，各區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可考慮設立「地區研究資助計劃」，每年因應區情
建議研究題目，當中須包括青年範疇，例如探討區內青年最關心的社區議題，讓學院或智庫
申請撥款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而建議一提到的區議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更可
主導涉及青年課題研究的統籌工作。研究結果必須公開，可於地區青年論壇上率先公布，
用作論壇的討論基礎，最後仍須於區議會和政府網站及各大社交平台發布，給公眾參閱。

地區青年活動：
建議七、建立一站式活動資訊平台
目的：增加地區青年活動的資訊透明度和流通性，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
有關「地區青年活動」的相關條件。
針對地區青年活動資訊零散的問題，政府可以善用現有的一站式青年資訊平台 Youth.gov.hk，
由主理網站的效率促進辦公室與民政事務局合作，彙整所有負責統籌地區青年活動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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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轄下的最新活動資訊，按 18 區分類，統一在 Youth.gov.hk 網站上發布，當然亦可按地理
位置和活動類型再細分，好讓各區青年能清楚了解所屬區份的最新活動消息以及報名方法。
事實上，現時 Youth.gov.hk 上已有「社區參與活動」一欄，但所顯示的活動寥寥可數，
絕大部分來自義務工作發展局，而且沒有清晰和系統地按區域劃分，故仍未臻完善。不過
Youth.gov.hk 在政府各個面向青年的網站中可算是較受歡迎，它配有 Facebook、YouTube
和 Instagram 等各大社交平台專頁，其關注度也是較高。另外，Youth.gov.hk 上的一站式
政府職位招聘資訊內容清晰簡便和及時，是吸引青年到訪網站的原因之一。因此當局大可以
善用這些成功經驗和優勢，進一步提供 18 區地區青年活動資訊，方便青年搜索最新消息。

建議八、研設活動評核機制和加強 18 區經驗分享
目的：為地區青年活動設置活動效能評估機制，一方面讓參加者反映意見，另一方面讓活動
籌辦方及時改善活動質素，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
活動」的相關條件。
民政事務局轄下負責地區青年活動的相關部門和委員會須加強溝通和合作，就着各類活動，
預留資源研設一套針對地區青年活動、有系統，甚至是具長期追蹤性的效能評估機制，利用
不同研究方法，客觀量度這些活動對青年和社區的影響，以及是否符合活動宗旨和目標，
並定期在 Youth.gov.hk 上公布報告。當中很可能需要相關專業人士協作，如研究員、青年
工作者和政策制訂者。長遠而言，當局亦可考慮在撥款給民間機構舉辦地區青年活動的同時，
預留一部分資源培訓它們的前線青年工作者，協助他們掌握這套評估方法，以便更科學地
監察、評核和及時改善活動的成效。
而 Youth.gov.hk 除了提供一站式地區活動資訊外，更可開設公開透明的反饋功能，讓過往
參加者能就着活動的各個面向進行評分，例如是否符合期望或切合主題等，並且表達意見；
而主辦方亦可作出回應，使 Youth.gov.hk 做到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所需所想，
加強資訊發放和溝通的原意。如此一來，主辦機構將會更積極改進活動品質，而其他有興趣
參加活動的青年或相關持份者亦能夠進一步了解活動的質素。
另外，18 區的地區青年網絡和青年活動委員會應定期交流見面（如：每季開會一次），分享
青年工作的成功經驗和遇到的挑戰，以便互相學習。以地區青年網絡為例，本研究有受訪者
指出區與區之間的地區青年網絡很少交流，各區推行的成效參差。有些區份比較開明，願意
放權給青年成員自行設計青年活動，有些選擇與青年活動委員會合作，有些則只是外判給
非政府機構籌辦。當 18 區的交流恆常化後，一些有效的經營模式和成功要素將可應用到更多
區份，最終讓更多青年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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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九、重思地區青年活動的定位，平衡活動的類型
目的：鼓勵更多地區青年活動重視提升年輕人參與地區事務的意識、製造機會讓青年參與地區
事務，並促進青年個人成長與發展，以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
青年活動」的相關條件。
目前專責地區青年活動的部門和委員會，包括青年活動委員會、地區青年網絡等，均須檢視其
活動的特色和定位，儘量鼓勵申辦機構設計更多有關認識和參與社區事務的活動，確保類型
足夠多元化，毋忘其職權範圍和宗旨裏提及的要「加強青年對社區的歸屬感和公民意識，
鼓勵他們參與社會事務」這一責任。根據美國國家醫學院的研究，設計得宜的地區青年活動
將有助培養青年的個人與群性能力（見圖八），讓他們廣泛體驗到正向青年發展設定中的不同
元素，如效能感和自我價值、生理和心理上的安全，以及建立技能的機會等，這對青年個人
成長和社區發展都是百利而無一害4。
圖八：促進青年正向發展的個人和群性能力
如：健康的生活習慣、良好的健康
風險管理能力

生理發展

心理及
情緒發展

如：學術表現良好、擁有批判思考
和邏輯推理能力

智力發展

群性發展

如：良好的情緒管理能力、良好的

如：有公民參與的責任感、有接合

處理衝突能力

感—能與父母、同儕、和其他
成人建立良好關係和信任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醫學院 “Community Programs to Promote Youth Development 2002年研究報告”

例如第四章提及的「青年夢工匠 — 青年社會創新啟動計劃」，此活動以比賽形式鼓勵
青年思考社區發展，發掘區內的需要，並讓年輕人有機會以創新的方法改善地區問題。這
不但能提升青年的地區意識，也為他們製造機會參與地區事務，最終有助促進參加者的個人
成長與發展，包括智力、群性、心理及情緒的發展等。而以下建議十亦是另一個具質素的
地區青年活動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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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十、區議會試行參與式預算
目的：達至「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中，有關「地區青年活動」的各項條件。
參與式預算是一種直接民主的方式，由市民決定部分公共預算支出的優先次序或用途。過程中
民眾會討論社區發展的需要、提出方案，並以投票等方式決定公共資源的配置。早在 1989年，
巴西愉港政府就首開先例，公開所有預算，包括公共債務、政府人員開支和投資計劃等，
並組織各類型社區會議讓公民參與討論、審議和決定，最終按民意把國家資源逐步引進到
較貧窮的區域和公共服務上，同時促進了基層社區組織的發展5。目前全球超過 1,500 個國家、
城市、社區，甚至機構均有推行參與式預算的經驗，如美國、英國、日本和台灣，各地在
實踐上不盡相同，沒有劃一的模式6。
為何區議會可以一試？
觀乎香港區議會的規模、職權和資源配套，均有條件試行參與式預算，而且現時更有各項宗
旨不同的地區撥款計劃提供支援。這些計劃主要有三項，第一，社區參與計劃，它每年為區
議會撥款 4 億 6,160 萬元（平均每區約 2,560 萬元）以推行或資助社區參與項目7，目的是加強
社 區 精 神 和 團 結 ， 促 進 民 生 福 利 8。 第 二 ，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 它 每 年 為 區 議 會 提 供
3 億4,000 萬元（平均每區近 2,000 萬元），讓其在區內推行每項不多於 3,000 萬元的小規模
建築工程，以改善地區設施、居住環境及衞生情況9。第三，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它每年提供
8,000萬元（平均每區近 450 萬元）作改善居民生活質素、公共地方管理和優化社區設施
之用 10。在第一、二項計劃中，各區區議會有權按計劃宗旨自行決定撥款的運用。第三項
計劃則由民政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員會統籌，區議會就工作優次提供意見和參與
推動，而相關政府部門積極配合。
有了足夠的資源、網絡和自主性，全港 18 個區議會，任何一區有興趣都可考慮從上述的
地區撥款計劃中預留部分款項，在區內推行參與式預算計劃（下稱預算計劃），讓該區青年
討 論、提案，並決定如何運用於社區發展上，然後根據方案需要由區議員按既定程序
提交給行政部門或外判非政府組織執行。預算計劃可以是地區青年活動的一種，它不但充滿
地區元素，而且能製造渠道讓年輕人參與地區事務。如當區區議會設有建議一的「青年事務
委員會／工作小組」，預算計劃更可由這個部門主導推動。
具體上如何實踐？
過去六個月，研究員分別與元朗區、觀塘區、黃大仙區、灣仔區和葵青區的區議會就參與式
預算作交流細討，了解到不同區份所面對的處境，現整理出一套「區議會模式」的試行
辦法，供各區議會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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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區議會模式」的參與式預算流程圖
1

2

3

4

區議會成立預算計劃
工作小組

識別議題，準備預算

設置預算計劃
網上平台

舉行預算計劃介紹會

8

7

6

5

舉辦社區審議和
提案展覽會

組成專家小組，
為入圍者提供技術
支援和指導

選出 10 至 20 份
入圍方案

收集和協助
參加者提案

9

10

11

讓當區青年投票
選出議案

公布結果，邀請
成功提案者加入
工作小組跟進方案

定期向公眾匯報
進度，受市民監察

第一步，有意推行預算計劃的區議會可先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例如預算計劃工作小組
(下稱工作小組），成員除了包括當區區議員外，可邀請相關政府部門、地區組織、智庫及社會服務
機構的代表加入，共同執行和監察計劃。有需要時可把部分工作外判給民間機構協助執行，並接受
工作小組的監督。
第二步，工作小組可善用自身對社區的熟悉度和因應區議會的職能，在區內識別出不同與青年有關的
議題或項目來試行參與式預算，例如是青年節、康體及公園休憩設施、部分墟市的攤鋪等。然後準備
足夠預算（如：50 至 500 萬不等）讓參加者計劃如何利用這筆錢在某個議題或項目上。當累積足夠
經驗後，可以研究有否空間漸逐擴闊議題範疇讓參加者發揮。
第三步，工作小組可因應實際情況而設置網上平台，以便上、下載文件和活動資料，以及回應公眾
查詢，從而增加活動的透明度。這可考慮善用區議會原有的網站和社交平台，或者利用現有的青年
一站式網站，如 Youth.gov.hk 等。
第四步，預算計劃推出後，工作小組應在社區會堂、青年中心或學校舉行連串預算計劃介紹會，
並利用其網站、社交媒體進行記錄或直播。目的為讓當區青年了解預算計劃目的、規則和程序，
並作討論。
第五步，在給予充足的意見交流時間後，有想法的青年可在限期內透過預算計劃的網站或親自到區
議會秘書處提交方案，過程中工作小組的成員應為有需要的提案者予以協助。而提案內容除了須符
合原來撥款計劃的宗旨外，對社區發展也應要有長期效益（如：兩年或以上），而且成效能夠量度，
例如增建社區設施、舉辦青年活動、推動保育項目等。
第六步，集齊所有提案後，工作小組可按一系列評選準則，包括可行性、在地性（與社區的關連及
對社區的觀察）、創意，以及是否符合計劃宗旨等，選出 10 至 20 份入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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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工作小組邀請熟悉地區事務的政府部門代表、地區組織成員或區議員組成專家小組，為
入圍提案者提供技術支援和指導，協助他們完善方案，增加其可行性。
第八步，工作小組舉辦連串社區審議和提案展覽會，一來向公眾闡明提案的挑選原則，二來讓提案者
向當區年輕人介紹方案，甚至進行辯論，好讓他們有機會對不同方案都有充分理解。
第九步，以線上的方式，或者善用區議員辦事處、社區會堂、青年中心或學校等地方設置投票站，
讓當區青年帶同相關證明文件（如：學生手冊、住址證明或職員證）
，投票決定落實哪個方案。
第十步，公布投票結果，闡述工作小組的跟進工作。獲選的提案者將可加入工作小組，與其他小組
成員共同參與到方案的落實、監察和後期成效評估的過程中。
第十一步，工作小組和相關政府部門須定期在網站匯報進度，受市民監察，讓參加者及民眾感受到
公眾參與如何對社區發展帶來影響。
以上模式並非鐵板一塊，不同區議會可因應實際情況加以調整。而參與式預算建議具改革性，區議會、
政府和地區組織要有一定的魄力和膽識合作推動，當中牽涉的人力、物力，以至利益關係甚多，
故最初可先由一個至數個地區作試點，例如是 15 至 24 歲青年人口最多的沙田區。當累積一定經驗
和檢討後，再推廣至其他分區，甚至把活動對象逐步擴充至區內其他居民，而長遠還要研究如何
將其制度化的課題。

如何評估成效？
當預算計劃在社區實行後，居民無疑會關注這項創新意念的成效。參考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在《台灣當前的參與式預算概況：反省與前瞻》一 文中的幾個指標11，區議會版本的青年
參與式預算，也可以從參與的廣度和深度，以及制度和非制度層面來檢視。
表十四：評估參與式預算效能的不同面向

制度

參與廣度

參與深度

• 參與門檻是否對廣泛青年開放

• 決議有否約束力

• 審議、提案和投票的議題類型是否足夠

• 提案或投票前有沒有審議機制

多元和清晰
非制度

• 參加者的性別和社經地位的分布是否平衡
• 參加者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員參與

• 市民和參加者能否監察決議的執行
• 審議過程有否質素，參加者能否暢所欲言，
互相聆聽
• 有否善用或促進既有的民間力量，如地
區組織或青年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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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擴大青年參與方面，制度上須確保門檻對廣泛青年開放；而審議、提案和投票的議題類型也應
儘量多元，涵蓋社區大小事務。在非制度層面，須促進參加者的性別和社經地位的合理分布，注意
是否多數參加者都是背景條件較好的青年，還是相對多元廣泛。另外，參加動機是主動還是受第三方
如政黨動員都值得留意。在深化青年參與方面，制度上須保障決議具有約束力。提案或投票前需有
審議機制讓參與青年及其他有興趣的持份者作充分討論，其後參加者亦可以監察決議的執行。
在非制度層面，須考量審議的質素，包括參加者能否暢所欲言，互相聆聽。另外是推動參與式預算
期間能否結合或促進既有的民間力量，如地區青年組織。
參與式預算有何好處？
對青年而言，整個活動過程，包括討論、建議、決策、執行、監察和評估，他們都能參與其中。參與
地區事務的門檻將大大降低，一改傳統的精英主義。年輕人不再需要先擁有人脈網絡、專業
背景、從政經驗，或成為大人眼中的「乖孩子」才能獲邀加入某地區委員會或工作小組，在體制內
發聲。他們更加不需要花上大量資源和時間成本，過五關斬六將去參選區議員，然後任重道遠地在
區內辛勤耕耘四年。一般青年只要有好的點子，理據充足，便有渠道和機會參與社區建設。
其次，青年過去的無力感也得以大為消弭。以往不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區議會，都鮮有舉行社區恆常
諮詢。通常是在推行個別大型政策或地區項目，例如市區重建或《財政預算案》，才會落區。而多數
區議員則主要通過辦事處或擺街站接觸街坊，非正式諮詢如短暫交談或食飯茶聚居多，成效參差。
加上反饋機制不明確，青年難以得悉提出的意見有否被接納，以及不採納的原因。相較於以往的
諮詢辦法，參與式預算不再是「你的聲音我們聽到了，多謝你的意見」，而是對社區發展具有實質的
影響權力，年輕人可以感受到社區參與的直接效能感。
如此一來，青年將更積極關注和討論地區事務，歸屬感會隨之而上升。同時，他們藉此可以親身體
驗到制訂政策的挑戰、認識地區治理、加強公共討論的基礎知識，並能夠學習審議式民主的精神，
培養各方面技能，如理性溝通、解難和組織能力，這對個人成長和發展都有好處。
對區議會而言，推行參與式預算意味着信任和重視青年，願意將部分權力交付他們。這有助鞏固
當區區議會和年輕人的關係，讓兩者在一個契機下互相理解和建立互信。其次，區議會過去出現的
「小白象」工程一直為人詬病，例如觀塘音樂噴泉、鰂魚涌「不能」避雨亭和將軍澳「億元行人
天橋」，都曾被當區居民批評「勞財擾民又無謂」。參與式預算能把區議會一部分工作和財政體制
變得更加公開透明，透過集體智慧，把部分撥款直接用在民眾身上，減少以往因諮詢不足或撥款
準則不夠透明而產生的公眾疑慮。當區議會能夠發揮應有的諮詢功能，地區施政更加民主化，公共
服務的質素就能提升，而整個社區的凝聚力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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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理想「規劃」和建議措施的對照 （註：   ＝達到；   ＝部分達到，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沒有達到；n＝不適用）
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參與渠道／形式

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

具體條件

面向

組成辦法

條件一

條件二

條件三

條件四

條件五

條件六

條件七

條件八

為青年而
設，讓他
們參與地
區事務

有公開透
明的渠道
讓普羅青
年選擇加
入

由青年主
導

成員可直
接向有關
官員表達
意見並獲
得清晰回
覆

成員的意
見能傳達
到區議會
會議討論
或表決

成員與政
策制訂者
有直接和
恆常的溝
通機制

有充足穩
定的財政
及人力資
源

有導師提
供指導、
幫助和培
訓

n

n

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

基本目標

區議會設立「
青年事務委員
會／工作小組」

支援配套

n

推行「18區青
年參與計劃」
商界成立「青年
顧客參與小組」

綜觀有關「實體參
與平台／組織架構
」的建議

n

n

n

• 「18 區青年參與計劃」能達到以上所有條件
• 區議會設立 「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則有助推動「18 區青年參與計劃」
•「青年顧客參與小組」是讓青年與商界企業等地區發展的關鍵影響者表達意見、建立溝通機制，
從而影響相關決策。即使條件四至六並不適用於此建議，但此建議也能發揮改善地區的效果

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

建議措施

善用社交媒體
和討論區，主
動與青年網上
溝通

n

n

n

n

n

n

n

n

舉辦「18區青
年論壇」

n

n

n

n

n

n

n

n

設立「年度地區
研究資助計劃」

n

n

n

n

n

n

n

n

綜觀有關「地區青
年參與／諮詢活動
」的建議

• 這些建議並非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故以上的條件均不適用

地區青年活動

建立一站式活
動資訊平台

n

n

n

n

n

n

n

n

研設活動評核
機制和加強18
區經驗分享

n

n

n

n

n

n

n

n

重思地區青年活
動的定位，平衡
活動的類型

n

n

n

n

n

n

n

n

區議會試行參
與式預算

n

n

n

n

n

n

n

n

綜觀有關「地區青
年活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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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

• 這些建議並非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故以上的條件均不適用

7. 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效能的措施建議

表十五：理想「規劃」和建議措施的對照 （註：   ＝達到；   ＝部分達到，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沒有達到；n＝不適用）
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基本目標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參與渠道／形式

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

具體條件

面向

資訊透明度及
流通性

參加門檻

諮詢形式

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

條件一

條件二

條件三

條件四

條件五

條件六

恆常就區內
青年事務進
行研究並發
表報告

恆常就地區
事務廣泛諮
詢區內青年

善用多元渠
道和形式發
放資訊

有公開透明
的渠道讓普
羅青年選擇
參加

多元廣泛，
切合不同青
年的需要

設有青年意
見反饋機制

推行「18區青
年參與計劃」

n

n

n

n

n

n

商界成立「青年
顧客參與小組」

n

n

n

n

n

n

區議會設立「
青年事務委員
會／工作小組」

綜觀有關「實體參
與平台／組織架構
」的建議

• 「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其中一個重點工作是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故它的職責是達到
以上的條件一至六
•「18 區青年參與計劃」和「青年顧客參與小組」的諮詢對象是該計劃及小組裏的成員，而非舉辦面
向普羅青年的參與或諮詢活動，故不適用於以上條件

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

建議措施

善用社交媒體
和討論區，主
動與青年網上
溝通

n

舉辦「18區青
年論壇」

n

設立「年度地區
研究資助計劃」

綜觀有關「地區青
年參與／諮詢活動
」的建議

n

n

n

n

n

• 只要以上三項建議都有落實，有關「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的條件均能達到

地區青年活動

建立一站式活
動資訊平台

n

n

n

n

n

n

研設活動評核
機制和加強18
區經驗分享

n

n

n

n

n

n

重思地區青年活
動的定位，平衡
活動的類型

n

n

n

n

n

n

區議會試行參
與式預算

n

n

綜觀有關「地區青
年活動」的建議

• 除了「參與式預算」能達到條件三至六，其他建議的目的並非以提供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
為主，故以上的條件均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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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理想「規劃」和建議措施的對照 （註：   ＝達到；   ＝部分達到，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沒有達到；n＝不適用）
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

基本目標

一、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二、建立完善的政策環境；三、提升地區參與意識；
四、培養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五、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參與渠道／形式

地區青年活動

具體條件

面向

資訊透明度及流通性

評估機制

實體參與平台／組織架構

條件一

條件二

條件三

條件四

條件五

條件六

提高青年參
與地區事務
的意識

製造機會讓
青年參與地
區事務

有助青年個
人成長與發
展

善用多元渠
道和形式發
放資訊

活動資訊及
時和切題

設有活動效
能評估機制

推行「18區青
年參與計劃」

n

n

n

n

n

n

商界成立「青年
顧客參與小組」

n

n

n

n

n

n

區議會設立「
青年事務委員
會／工作小組」

綜觀有關「實體參
與平台／組織架構
」的建議

• 雖然「青年事務委員會／工作小組」的成立目的並非單一為了提供地區青年活動，但只要它準確
履行其權責，也能達到以上所有條件
• 「18 區青年參與計劃」和「青年顧客參與小組」的性質與目的均非提供地區青年活動，故並不適用

地區青年參與／諮詢活動

建議措施

善用社交媒體
和討論區，主
動與青年網上
溝通

n

n

n

n

n

n

舉辦「18區青
年論壇」

n

n

n

n

n

n

設立「年度地區
研究資助計劃」

n

n

n

n

n

n

綜觀有關「地區青
年參與／諮詢活動
」的建議

• 這些建議的目的並非以提供地區青年活動為主，故以上的條件均不適用

地區青年活動

建立一站式活
動資訊平台

n

n

n

研設活動評核
機制和加強18
區經驗分享

n

n

n

重思地區青年活
動的定位，平衡
活動的類型

n
n

n

n

n

n

區議會試行參
與式預算
綜觀有關「地區青
年活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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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以上四項建議都有落實，有關「地區青年活動」的條件均能達到
• 而「參與式預算」是有效提升青年地區參與效能的好例子，它能達到以上所有條件

7. 提升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效能的措施建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民政事務總署（2020）。〈推動地區行政發展〉。《民政事務總署網站》。取自https://www.had.gov.hk/tc/strengthen_society.htm
前青年事務委員會（2018）。《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香港：前青年事務委員會。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政策研究資助計劃〉。《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網站》。
取自 https://www.pico.gov.hk/tc/PRFS/background.html
Eccles, J. S., & Gootman, J. A. (2002). Community programs to promote youth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萬毓澤（2013年6月17日）。〈「參與式預算」的興衰浮沉：巴西愉港的故事〉。《巷子口社會學》。
取自 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3/06/17/wanyuze/
Ganuza, E., & Baiocchi, G. (2012). The Power of Ambiguity: How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Travels the Globe.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8(2), 8. DOI: http://doi.org/10.16997/jdd.142
同1
政府帳目委員會（2017）。〈提供區議會撥款以推行社區參與計劃〉。《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八 A 號報告書—第4部第2章》。
取自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c/reports/68a/m_4b.pdf
民政事務總署（2020）。〈小型工程計劃>小型工程計劃〉。《民政事務總署網站》。
取自 https://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minor_works_programmes/minor_work.htm
同1
萬毓澤（2016年3月10日）。〈萬毓澤：台灣推動「參與式預算」的反省與前瞻〉。《端傳媒》。
取自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310-opinion-participatorybud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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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語
政府近年不斷強調青年發展的重要性，而地區無疑是連結廣大年輕人、學校、社工、公民社會領袖
和商界等重要持份者，共同推動青年發展的最前線。一套相對健全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規劃」正好能為青年工作打下穩固基礎，有效摘除社會壁壘和青年的負面標籤、建立完善的政策
環境、提升青年地區參與意識、培養其參與能力、技能和正確態度，以及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
這對年輕人、政府、從政者，以至整個社會都有莫大裨益。
對青年而言，有效的地區參與能讓他們接觸社區上不同人與事，發揮潛能貢獻社區。過程中青年
可以感受公民參與帶來的效能感和滿足感，並且開闊視野，發展個人能力，包括理性分析、人際
關係與溝通、情緒管理、衝突處理、領導和解難能力，以至林林總總的生活技能等。長遠更可培養
他們的自信、自尊、自我認同感、同理心、責任感和利他精神 1，並且找到志向，實現自我。透過
參與地區事務，青年對所屬社區以至地區行政的認識也會增長，對政策制訂和決策者思維會有多一重
理解。他們更可與社區不同組織以至各界持份者建立互助互信、互勵互勉的關係，加強與社區的
連結，提升對社區的歸屬感。這不但有助減少反社會和暴力行為，長遠更可以降低青年輟學率2和
失業率3。
對政府而言，青年參與對當局的地區治理和施政有着積極作用。沒有人比年輕人更了解他們自己的
生活狀況、需要和關注點，一些基於他們親身經歷和識見而得出的想法及建議，絕對有助當局推出
更貼切青年需要、更有效和可持續的政策與服務，從而提升青年生活質素和幸福感。完備的制度化
參與渠道一方面能促進年輕人了解和討論有關議題、凝聚共識，減少政策執行時遇到的阻力；另一
方面可以增加施政的透明度和認受性，逐漸獲得青年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最終有利良好管治、
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
對從政者而言，尤其是民選區議員，青年是他們一大服務及爭取支持的對象，是重要的選民組別。
畢竟 18 至 35 歲青年選民人數在 2016 年至 2020 年間，佔整體已登記選民的百分比一直接近 25%4，
影響力舉足輕重。而有效的青年地區參與能助從政者與年輕人拉近距離，加強溝通，並且更全面
掌握他們的所需所想，從而提出更適切的社區規劃建議。再者，不少有意參與地區事務的青年往往
充滿熱誠，才能兼備，是從事公共事務的好材料。從政者可在青年參與的過程中物識有志之士加入
自己的團隊，並加以栽培，為香港培養新一代政治人才和接班人。
對社會而言，青年參與的貢獻無疑有助社會繁榮發展。他們慣於善用線上及線下的參與方式互相
配合，不但可以觸及更多更廣的社會人士，其能力、活力、創意和熱情均有助豐富公共討論的
內容、強化公民社會及社區凝聚力。加上青年普遍朝氣蓬勃、有着強烈正義感，而且少包袱和具備
行動力，這些優點往往有助發掘一些長期備受忽視的社會問題與不公，促進公眾關注討論，有時
甚至能以創新的方法加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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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結語

無可否認，凡事一體兩面，年輕人血氣方剛，有時也意味着行事易受情緒左右，對於一些複雜多變的
事物，他們未必有足夠閱歷能夠沉得着氣作仔細分析，以致較易得出表面的結論。坊間有人藉此
大呼不應讓青年接觸和議論政治，尤其是經歷了一場驚濤駭浪的「反修例運動」後，在今天緊張、
缺乏互信的政治氛圍下，保守心態更趨顯然。倘若管治者秉持這些主張，無疑是消極被動，也是一種
鴕鳥心態，而且無助社會復元與進步。問題關鍵應是如何善用青年的優點，同時引導他們認識並
警惕自己的弱點。
有效的「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規劃」正是培養青年正確的公民參與態度和能力的好開始，為他們
提供足夠的制度化參與渠道和機會，將其潛能轉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源動力。另一方面，它是展現
誠意與年輕人溝通、重視青年發展、肯定他們的潛能和貢獻的一個良機。終歸究底，只有青年仍然
關心社會、理性參與公共事務，而社會願意聆聽青年意見，對他們的尊重和關懷堅持不渝，香港
才能不斷注入新力量，繼續生生不息。

1

2

3

4

Lenzi, M., Vieno, A., Perkins, D. D., Santinello, M., Elgar, F. J., Morgan, A., & Mazzardis, S. (2012). Family affluence, school and
neighborhood contexts and adolescents' civic engagement: a cross-national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50(1-2), 197–210.
UNICEF (2018).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easuring Outcomes of Adolescent Particip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icef.org/media/59006/file
Chaskin, R.J., C. McGregor, and B. Brady (2018) Supporting Youth Civic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Supranational and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Galway: UNESCO Child and Family Research Centre.
選舉事務處（2020）。〈選民登記數字〉。《選舉事務處網站》。
取自 https://www.voterregistration.gov.hk/chi/statisti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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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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郭東旺先生    研究員   
     alan.kwok@mwy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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