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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備註》移英別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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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年間，不論是在機場或是社交媒體上，一幕幕離別的情節每天都在上映。我們身邊或多或少都有

朋友、親人離開香港，到外國展開新生活。選擇留低還是離開，純粹是個人選擇。在機場和無數的餞行飯

與他們道別過後，有着時差和地域上的限制，我們很多時候只能依靠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的分享，了解他們

在彼方的生活和感受。MWYO青年辦公室於２月28至3月22日期間特意訪問了17位在過去兩年內由香港

移居英國的青年，包括隻身來英的青年、與伴侶一起來的、一家人來的、攜同父母和子女一起來的、來英

升學的、進修的等不同青年，了解他們在英國的生活情況和感受。

他們習慣用單車代步，特別是在劍橋，對他而言是

一個很大的轉變。一位在學青年亦明言，自己

花了三個多月來適應英國的交通和生活習慣。一位

大學一年級生也表示，一開始需要適應時差，其後

發現這裏環境比香港更安靜，沒有這麼多車和人，

反而令他不太習慣。有受訪者以往可能聽人說英國

冬天經常下雨，太陽亦很快下山，但來英後發現天氣

沒有想像中那麼差。而夏天即將到來，他相信這裏

夏天的天氣比香港更好，「晚上10時才下山，反而

這需要少許時間來適應，由於很晚才天黑，可能到

很晚才睡；然而日出時間很早，接着可能很早便會

醒來。」亦有一名在職青年指出，「或多或少也有

改變，例如在公司午飯時通常都只會吃meal deal

（常餐），即三文治加乳酪，對比在港是很不一樣，

需要少少時間來適應。」

社交及
公民參與
天氣及交通兩大適應範疇
要遠離自己熟悉、長大的地方，來到一個新國度展開

新生活，無論是身體上還是心靈上，大家亦需要

一些時間來適應。一位剛到埗英國不久的受訪青年

表示，「我昨天（星期日）已忘記了買餸，這裏不像

香港，香港超市營業時間到很晚，但昨天到達超市時

保安已不准我進入，看一看錶只是下午五時。」（註：

英國超市每逢星期日提早休息，普遍為下午四時或

五時）大部分受訪者都花上兩至三個月的時間來

適應英國的生活習慣，亦有較年輕的受訪青年只用了

一至兩星期來適應。他們大多表示，天氣及交通

是兩大需要適應的範疇。不少港人來英後均慨嘆

交通費高昂，非繁忙時間一程短程鐵路約2.5鎊，

一程短途巴士也要1.5鎊至2鎊不等。一名居住在

倫敦的青年表示認同，因此他平常上班或外出均會

乘搭車費較便宜的巴士。另一名青年亦指出，因

車費昂貴，他培養了步行的習慣。一名在職青年則

分享，來到英國後其中一樣與香港大有不同的是 天氣不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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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中亦不乏受訪青年指出，認為自己沒有甚麼

需要特別適應，一來到已很習慣這裏的生活。一名

隻身來英的青年更反問，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

是否很習慣香港的生活 ? 他認為並不是，反而來到

英國後，覺得這裏的步伐及環境更適合自己。雖然

當中有一些文化衝擊，但都是他預期之內。

娛樂較在港時減少
很多時候我們說要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除了親身

體驗，觀看一些影視節目或許也是一種辦法，受訪

青年大多表示，觀看影視節目的習慣沒有太大

轉變，也是主要看Netflix、Disney+及YouTube的

影片。一名來英五個多月，從事市場推廣的在職

青年表示，自己會收看各方面的節目，不論是香港

還是世界各地的，例如：卡通片、日劇、韓劇等。

同時，為了及早投入英語的世界，他亦有刻意看

一些英語的電視劇或電影，聆聽別人是怎樣用英語

溝通。一位來英後成為全職媽媽的青年明言，因

小朋友很喜歡看卡通片，因此自己很少看電視，

只會到網上回看ViuTV的節目。

雖然在影視娛樂方面，大部分受訪青年指出與在港

是無異，但在整體娛樂方面，有幾位青年不約而同

指出，因疫情關係，在香港時已很少外出娛樂，

來英後繼續沒有外出的娛樂，不是一個太大的轉變，

但相比正常情況下，娛樂確實比以往在港時少。

由外出娛樂變家中聚會
加入網上通訊群組互相聯繫
來到新國度，要展開新生活，當然少不了社交

活動，大部分青年多了探訪朋友的習慣。一名來英

一年多的在職青年指出，自己大部分時間都留在

家中，最多也是相約朋友到家裏作客。一名來英

約10個月的待業青年亦表示，在社交習慣上多了

朋友之間的家庭聚會。另一名在職青年則分享，社交

活動比在香港時減少，因香港相對上較容易約到

朋友；「有些事我可能在香港不會做，例如別人邀約

我吃下午茶、參與港女打卡活動；但來到英國，

我認為可以出席一下，認識多一個朋友，體驗一下

生活。因為在英國身邊的朋友較少，如果有人邀約，

都會抽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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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近年港人習慣善用社交媒體及網上通訊軟件

如Facebook、WhatsApp、Telegram及Signal等

接受資訊；受訪青年大多均有加入相關的群組以作

交流及收取資訊。一名居住在曼城的青年表示，

每個區分都有一些香港人群組，他認為加入群組可以

互通資訊，而自己亦有加入過萬人的群組。有在職

青年表示，在群組內認識了一些朋友。亦有來英

一年多的青年表示，曾在街上碰到香港人，加入了

一些WhatsApp群組，之後更成為了朋友。有來英

一年的受訪青年亦表示，逛中式超市時認識到一位

港人組織的幹事，並出席過組織舉辦的一個大型中秋

晚會，場地約有六個壁球場般，有小食、攤位，

場面「墟冚」，更要分流，如同香港年宵一樣。他

表示那次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居住的城市有這麼多

香港人。

青年指尚未了解前，不想胡亂投票
去年香港立法會地區直選投票率創1997年來新低，

那麼英國的情況又如何？大部分受訪青年表示都有

了解過自己是否擁有英國投票權，希望能履行公民

責任，只有兩三位青年沒有了解相關事宜。不少

青年亦已登記成為選民，並表示有機會時會投票。

一名在英國居住了一年的青年表示，即將到來的

五月有英國地方選舉，自己亦會多加留意。另一名

步入職場不久的青年指出，自己雖然未登記成為

選民，但將來也會盡公民責任，另一方面亦希望為

身在英國的香港人爭取權益，而投票是一個很好的

渠道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可是，有幾位青年稱，投票與否很視乎選舉的時候，

自己有多熟悉這個社區或是英國的政治環境。一名

在職青年透露，現階段沒有打算投票，因為自己

對於這個地區、社會不是太熟悉，不想胡亂投票，

但假如選舉臨近時，他有充足的時間去閱讀各方面

的背景資料，會考慮投票。一名準大學生同樣

強調，除非很了解英國的政治環境，否則有投票權

也未必會投票。一名在英國居住了一年多的家庭

主婦則表示會投票，因為能有這個權利很不錯，不過

她坦言尚未很了解英國的政黨。

身心健康
壓力來源轉變，但仍心繫香港 
早前，一名19歲劍橋港生奪英國國家詩詞比賽最年輕

冠軍，其得獎作品探索移民離散情感。事實上，

過去兩年，大家因着種種的原因而選擇離開香港到

外地生活，當中有人因為情緒，有人因為壓力，

離開後，這些情況有否改善？一名受訪的在學青年

認為自己比在港時快樂，因為沒有這麼大的壓力，

「是生活的那種壓迫感，在香港生活實在太辛苦，

不只是學習，而是整體生活。」一位20多歲的青年

則表示，不會形容自己比在港時更快樂，「因為我

依然還是香港人，做不到有些人說離開了，就不需要

再理會香港，又或者在香港的人會說，你已經離開

了香港，還關你甚麼事，也有聽過這些說話。但我

不這麼認為，我亦沒有因為香港現時的狀況而慶幸

了解社區才決定
是否投票

萬人群組接收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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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在 異 地
心 在 港

自己離開了。」另一名受訪大學生明言，看到香港

新聞時會很心痛，有時會覺得很無助，但這種感覺

一直以來存在，不關乎於他身處英國還是香港，

可是在英國時，那種無助感是更加強烈。一位帶同

家人離開香港的媽媽指出，選擇離開香港主要是為了

下一代成長，但看到香港情況每況愈下，很多朋友

和家人還在香港，會覺得很「心噏」。她更補充，

始終一開始時候壓力會較大，自己還未適應就要協助

家人及小朋友適應，同時還要處理很多的問題。

面對這些壓力，她感激身邊有身處英國的朋友能

相約會面，互相傾訴。

除了快樂與否，在新的環境下生活，受訪青年均表示

面對不同的壓力。一名新婚青年指出，在香港工作

壓力大，而另一種壓力則是來自看不到未來的

出路。來英後感覺生活沒有那麼艱難，只是需要適

應新生活的壓力，面對前景反而沒有太大壓力。

另一名在職青年亦反思在兩地有各自不同的壓力；

在香港是一些政治環境上的壓力，包括疫情處理

手法或是之前示威遊行活動，每天都被無數的資訊

轟炸，使他感到壓力。在英國，由於距離香港相對

較遠，未必能切身感受到，就少了這些政治上的

壓力。可是，他表示在英國的生活壓力較大，例如

自己居住的開支「一闊三大」，很多事情都要自己

處理，包括租金、買餸等。另一方面就是與家人和

朋友的距離拉遠了。 

培養新習慣，解鎖新技能
說到展開新生活，不少受訪者笑指，解鎖了很多

新技能，例如開蠔、開酒瓶、自製牛丸，同時亦

改變了生活上一些習慣。有幾位受訪青年表示從前

不喜愛下廚，現在幾乎一日三餐都要自己烹調，

需要借助YouTube學煮飯。以往從事IT行業的青年

坦言，在香港從來沒有用過電鑽，「我打鍵盤的，

怎會懂得用電鑽。」他笑謂，自己過往太嬌生慣養，

因為在香港打一個電話已經可以處理好，但在英國

很多時候都需要自己動手去做。

一位在職青年指出，在英國習慣甚麼東西都會網上

購買，因為這裏透過Amazon購物十分方便，「以往

一些家居瑣碎用品例如置於排水口上的隔頭髮器

等，都會親自到實體店購買，但在英國很多家居

用品 我都會上網購買。」另一名青年亦表示，

來英後很喜歡慢步。每逢週末，他會特地出去社區

遊走，不論是自己居住的周邊社區，或是將來有機

會考慮搬往的社區。另外，他亦會到訪英國不同的

公園，因為他認為這裏每個公園都別具特色，

有鹿、牛、天鵝等。說到新發掘的興趣，這位青年

更分享很喜歡逛英國的超市，會特地乘車到訪某一些

超市。「從前在香港不會特意到訪超市，但在英國

每一次去超市都會有新發現，會驚嘆原來有這樣的

一樣物品存在。我很喜歡去發掘不同的超市，到

每一個社區亦會看看它的超市。因為從超市中就會

看到這個社區獨有的特色。加上這裏的超市除了

日常用品外，還有衣服、玩具、傢俬、甚至電器，

我認為很有趣，亦有很多東西讓你可以探索。」

新 生 活 要
好 好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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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下 這 隔 膜 打 個 招 呼
反而在英國覺得不是一件很嚴重的事，自己也很少

佩戴口罩。

對於是否接種第三劑疫苗，有部分受訪青年已接種，

有人則仍在計劃中。但也有青年因害怕疫苗的副作用

而不會考慮接種。同時亦有受訪者表示，如有助

出外旅行，或會考慮接種。

佛系應對疫情
除了社區的防疫措施，學校也是一個大家十分關注

的場所，家長都很害怕在學校爆發疫情令病毒快速

傳播。香港更因疫情嚴峻，教育局宣布全港中小學

及幼稚園破天荒提早於3至4月「放暑假」，令一班

家長陣腳大亂，更為子女前途感壓力。相反，英國

學校的防疫措施相對寬鬆，即使去年12月疫情較

嚴重，每天約有10萬宗新確診時，學校亦沒有大規模

停課。對於英國學校較寬鬆的防疫措施，一位為人

父母的受訪青年表示不太擔心。他指出，雖然

有一段時間學校不需要戴口罩，但亦有替小朋友

戴口罩。事實上，學校有經常通知他最新的指引，

例如小學一班有五人確診，就會暫停那班的面授

課程。另外，亦有受訪家長表示，學校通知家長

小朋友平常會經常洗手，老師亦會戴口罩上課，可是

他沒有看到此措施實行，而小朋友更未有佩戴

口罩。他補充，很多規條都只是表面生效，很多人都

沒有太在意，自己漸漸也像他們一樣佛系應對疫情。

兩地防疫措施大不同
青年關注能否正常生活
疫情下，各國都有不同的防疫措施，有的主張

「清零」，有的經歷封城後選擇「與病毒共存」，而

英國是後者，英格蘭更於今年2月底宣布取消最後

一道防疫措施— 確診者也不需要強制隔離。

反觀香港，訪問期間政府正因第五波疫情爆發，

再度收緊其防疫措施。

面對英國和香港兩種截然不同的措施，受訪的年輕人

普遍認為英國的措施較為寬鬆。一位帶同父母及

小朋友來英的青年指出，兩地措施的差異對他和

家人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響，「起碼小朋友可以

正常上學，我的日常生活也不會有甚麼限制。」

另一名受訪的媽媽表示，這裏感覺沒有那麼恐慌，

不會經常性想着要搓手，她認為這裏的處理手法相對

較好。她身邊也有朋友確診，症狀都是很輕微，

能夠自己處理。反之，她覺得香港太誇張，她更

坦言如果自己仍然在香港，相信自己會因此崩潰。

近來英國取消了戴口罩這個規限，即使乘搭交通

工具，甚至在一些密閉空間都不需要佩戴口罩。

一名大學生指出，當地人沒有因為他繼續戴口罩

而歧視他。他補充，早前從新聞看到香港的情況

很多人很恐慌，但在英國，大家都不覺得是一件

特別大的事，這一刻他們甚至覺得像感冒發燒，不會

特別注意。相反，他認為香港有點過度憂慮，而英國

則以一種比較輕鬆的態度來看待這個疫情。一名

受訪的年輕人亦明言，措施對他沒有太大影響，因為

他認為「中咗就係中咗」，也認同英國選擇與病毒

共存的意向。來英後，自己也沒有佩戴保護力較強的

口罩，並已習慣在人多的地方才會戴口罩。「老實

說，英國人不是太乾淨，我遇過有人在地鐵隨地

擤鼻涕，這些就要自己小心一點。」另一名受訪

在學青年同樣表示，自己還在香港時很害怕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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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自由度大，非填鴨重交流 
英國教育多年來為人所追捧，每年都有不少莘莘

學子到英國留學及升讀大學，曾有報道指2019/20年

有逾1.6萬名香港學生在英國就讀大學及研究院。

過往很多人指出英國教育較輕鬆，學生能在愉快的

學習環境下獲取更多知識，或是英國的教育配套較

全面，有助學生發展潛能，同時亦更注重學生的

心靈發展。事實是否如此？大部分受訪者均較喜愛

英國的教育模式和方法。

一名育有三名子女的媽媽覺得小朋友有明顯的

改變；在香港學習是很單向的，但在英國他們變得

很主動學習。在香港，其子女是即將考試測驗才會

溫習，但在這裏即使只是評估，較年長的兩名子女

都會自動自覺努力準備，希望在評估中考取好成績。

她補充，在學習的過程看到子女成熟了很多，學習

的事物亦廣闊很多，例如他們完全不懂德文，到這裏

只是10個月時間已完全跟上進度。學校方面，起初

她以為會很休閒，不像香港那麼注重成績，事實上

並非如此。校方經常都會告知家長其子女學習

進度，老師亦會在評估上寫下詳盡的意見，家長會

清楚知道子女進度如何。另一位育有一名就讀學前班

兒子的受訪爸爸表示，驚嘆自己四歲的兒子能夠

如此獨立，「每星期有一天需要上游泳課，他可以

自己更衣洗澡，下課後，自己換回乾淨衣服。這是

我沒有預計他能做到的事，原來學校能夠訓練他自

己做到，以往在家中只是不肯做。」

至於大學方面，一名在雷丁大學修讀美術課的大學生

明言，香港的學習氣氛是比較有規矩，會有時間

表需要跟隨，來到英國後連上課亦要靠自己自律。

他指出有朋友跟他分享在香港讀大學的情況，每天

的時間好像很不充足，反觀自己的時間表，除了主科

及那些選修科目外，還有很多空餘時間。他認為

這關乎於兩地不同的教學模式，英國學校希望給予

他們充足的時間去做他們想做的事，認為這樣的學生

質素會較好，成績亦會較佳，相對而言，在香港老師

就早有安排其他事情予學生，壓力亦相對較大。

另一位在倫敦修讀發展規劃的碩士生亦指出，香港與

英國兩地的學習氣氛很不一樣。他表示這裏很注重

學生對一個議題的看法，相對而言他們給予的指引

亦會較少。同時，學校也很注重同學之間的交流，

有很多辯論的機會去表達意見。談到香港的學習

氣氛，他認為老師偏向灌輸一些資料讓學生去

吸收，相對同學之間的交流是較少。他指自己較喜愛

英國的學習氣氛，因為這樣的學習氣氛才能訓練他

個人的批判思考能力。在英國，他開始了解自己到

底為何會對某些議題有某種看法，切切實實去思考

問題的根本性原因在哪裏，激發自己的思考能力。

一名在埃克塞特（Exeter）修讀商科的大學生也坦言

在這裏學習更開心，老師不會照着教科書去教，會

自己準備很多教材「多過叫你死背書」。他舉例指

老師在教授經濟科時，剛巧遇上去年九月天然氣

短缺，老師便利用這個議題來教授相關的理論。他

表示自己喜歡英國的教學方法，因為較輕鬆，沒有

這麼大壓力。

自主學習變得
更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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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公司較信任員工
工作更自由？
說到這裏的工作模式，一位從事市場推廣的受訪

青年表示，很多時候會聽到別人說外國人做事很

休 閒，但在他眼中事實並非如此，並沒有大家

想像中緩慢。他認為這些是個人問題，並不是整個

工作文化的問題。另一位從事工程顧問的受訪青年

比較兩地，這裏的人會相信你多一點，在香港工作時

缺乏自由度，老闆會盯得很緊，感覺上他們很害怕

你會偷懶，但這裏自由度相對較大。另外，我們

常把「信任」掛在嘴邊，他認為香港對於「信任」

只是流於口號，但是這裏是真的相信你，任由你用

自己的方式去做。他補充，在英國工作較輕鬆，因為

這個工作模式會令你壓力相對較少。另一位從事零售業

的青年喜見，這裏真的有work life balance（工作

與生活平衡），從前在香港下班後很多時候依然會

想着公司的事情，雖說工作八小時，但下班後依然

在想工作。但這裏下班就是完全關閉你的腦袋。他

指出，這裏的工作文化就是下班後讓你休息，但是在

香港，大家都會知道下班其實不等於真的「收工」。

另外，他認為英國工作的福利比以往的工作好，公司

很重視你身體上的各項事情，例如看牙醫、醫保、

運動、健身等全部均有資助。反之在香港時，他的

工作沒有這些福利。

一位從事百貨公司售貨員的青年表示，「在英國工作

與香港真的很大分別，即使我是一個新人，他們亦

不會有任何訓練，不會教導你如何摺衫，怎樣對待

客人，他們給予的指示極少。相反在香港的話，我

相信大家會對所有訓練很嚴謹，很重視你到底能否

達到他們的要求。我認為在英國的好處就是你很

就業
新地方新開始 青年大多轉跑道
近月，不論在報章還是YouTube上，都看到不少

港人因學歷或工作經驗未必受當地公司認可，抵英後

重新出發由低做起。是次訪問中，有來自各行各業的

青年，包括來自傳媒行業、廣告業、建造業、酒店業、

科技界、航空業、藥業、牙科等等。來英後，他們當

中有人從事老本行，亦有人轉換跑道。一位在香

港從事廣告設計的青年表示，移英後因要照顧家

庭，化身成為全職媽媽。另一位原先從事媒體行

業的受訪者也轉換了跑道從事零售業。他認為要在

英國找到一份散工，例如裝修、倉務等是很容易，但

人工只是最低工資，而找長工是較困難的，同時亦

視乎你在英國哪個城市或地區。他認為倫敦的機會

相對較多。「例如寫 CV（履歷表）有一定技巧，普遍

來說在這裏見工亦十分困難，我這份工作亦不是超級

好的工作，亦經過了三輪面試，用了很多時間去準備。

這些情況在香港我從來未遇過。」他更分享，這裏

面試很喜歡看你的性格是怎樣，會用很長時間和你談

興趣，看看你是否適合他的公司。他覺得這點與

香港很不同，香港很注重個人工作的往績。一位在

港從事非牟利機構的青年回想，來英後曾當百貨

公司售貨員。他指出在英國找工作有難度，亦認為

需要碰碰運氣。一位從事工程顧問的受訪者慶幸自己

十分幸運，找了一個多月，便找到了老本行的工作。

有兩位受訪青年亦表示在港時已找到工作，他們來英

後均從事與老本行相關的行業。但亦有不少受訪者

尚未找到工作，或未打算找工作。

難找工作 
面試着重性格

「信任」並非
只流於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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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但壞處就是任何事情都要自學。」他笑言

自己可能有香港人的奴性，會覺得這樣的工作模式

很沒有安全感，因為很多事情不懂怎樣做，害怕

自己表現不好，他較喜歡香港有多點指示的模式，

可以確保所有事情都在正確的軌道上。

住屋問題困難多多
找工作以外，移民亦需要解決住屋問題。不少港人

到埗後都訴說難以租屋，網上亦有不少YouTuber

拍攝短片教授租屋秘笈。可幸的是，是次大部分

受訪青年都能於一至兩個月內找到居住的地方。

他們有的是租住，有的是購買物業。有人表示，

找了約一星期就找到地方，但當中亦遇到不少

困難，「雖然一個禮拜看似很順利，但當中亦遇到

地產經紀失約，實地到訪時發現貨不對辦等問題。

最後我因希望儘快有屋住，而作出一些讓步。」

他坦言，租屋順利與否，很視乎你有沒有工作，

更誇張地表示，「如果你有工作，將會順利一千

萬倍。」

另一名受訪青年亦分享，現在所居住的單位，有

很多需要修葺的地方，但業主一直都未有處理，

至今已居住了三個月。一名在英置業的青年表示，

購買的過程中沒有遇到很大的困難，但當進行

按揭時，就需時很長時間。另外，樓宇內亦有很多

小問題需要處理，例如地板上的油漬、窗邊的

污跡，門柄被刮花了等。但往往需時很久，不論

是電郵或是電話都未能聯絡上相關人士。

個人每月平均開支約1,500鎊
開支方面，包括衣食住行，大部分受訪者指出每月

個人開支需要 1,300 鎊至 1 ,800 鎊不等，但亦

視乎居住在英國哪個城市。他們不約而同指出，

在英國某些開支比香港高，但食材的價格比香港

為低。對比香港而言，有受訪者認為開支是比香港

較少，亦有受訪者表示開支比香港時更多。一位

居住在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的青年

透露，其開支其實與香港沒有太大分別，因為租金

跟香港相約，但是食方面的支出會較少，因為在

英國較少出外用膳，大多數在家中烹調，而在英國

購買食材價錢亦相對便宜。他舉例說，在超市

購買70鎊至80鎊食材已足夠他們一家五口食用

一星期。另一位住在肯特郡唐橋井（Kent Tunbridge 

Wells）的青年提及，英國的水電煤價錢特別貴，

加上四月俄烏戰爭，價錢更昂貴了一倍以上。居住

在較偏遠地方的受訪青年則計算出，個人使費每月

約為1,000鎊，與在港時差不多，但居住的環境更

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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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展望
留給香港的說話……
要離開自己熟悉的「家」，飛越到地球的另一端

生活，大家都百感交集。在被問及留給香港的說話

時，大部分受訪者都五味雜陳，一時間不知從何

說起。有青年引用歌詞—「同熱愛這片土地 大家

刻骨銘記 愁或喜 生與死 也是香港地」，指出即使

自己離港，但不代表不愛或是不再關心香港，他

還是香港人。有幾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感慨，希望

大家加油及好好保重，「我們始終都會再見」。有

幾位青年就希望大家快點到英國來。

一位在職的青年則表達，「其實有好多可能性，並

不需要過分憂慮，要來的不需要太擔心，繼續留在

香港的亦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繼續努力

好好生活便可以了。」一名30歲的在職青年表示，

「我希望跟留低在香港的香港人說，現在很多人

選擇離開，亦有很多人選擇留低，我覺得任何選擇

都沒有錯，只要你覺得那是最適合自己便可以，不要

道聽途說，或是聽那些KOL或者Facebook那些人

的說話，最重要是想清楚自己的想法，選擇了留下

還是離開，就不要後悔。」另一位碩士生亦回應，

「我希望跟香港人說離開與否，都是個人選擇，

現在很多人吹捧移民是一件好事，如果你不能來

就是你的損失。香港就是香港，沒有東西可以取替

得到。有人說你來了就是很風光，或者你逃離了

就是一件很羞恥的事，不離開就是愚蠢或是沒有

能力，我覺得不是這樣。我認為兩個地方都有它的

價值，走不走是自己去選擇的，只要大家對這個

選擇有承擔就可以。」

一位準大學生表示，「我覺得在香港現在這個情況或

環境下生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不論你在工作上

或是普通日常生活上都會遇上很多困難。有些人可能

沒有能力離開，他們只可以留在香港，我很佩服

這些人亦很尊重他們。」另一位大學生則仍然對未來

充滿期盼，「其實都只是希望香港可以度過難關，

很多事情都可以回復原狀，雖然我知道這個機會

很微，但都希望疫情之下大家都可以樂觀而過。」

我們始終都會
相見



13

《青年備註》移英別注版

結語：於新天地好好歷險
要離開自己一直成長的地方到一個全新國度生活，更要適應新文化、重新建立生活

圈子，絕不是一件輕鬆簡單的事。可是，這兩年間不少香港青年因着種種原因，踏上

這段新的旅途，有的已安頓下來，逐漸開展新生活，有的還在摸索中，但他們仍對自己

的未來充滿盼望。事實上，過去幾個月，無論在英國還是香港都有多篇有關居英港人

的報道，很多都十分煽情，要麼回顧他們離開的政治原因，要麼強調他們在當地遇到

的困難。然而，我們訪問的青年都是普通人，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但他們的

經歷、感受也十分珍貴。即使他們遠在地球的另一端，他們依然心繫香港，記掛着香港

的人、事和美食，同喜同悲。同樣，縱然相隔千里，但我們亦互相關心，在乎大家的

笑喊悲喜。

各 自 歷 險
期 待 那 日 相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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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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鳴謝各受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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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hea.im@mwy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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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始終都會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