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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備註》第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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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中，香港的新冠肺炎確診數字開始呈幾何級數上升，繼而首度破萬，引發

本地至今最嚴重的一輪疫情。截止4月下旬，自去年底爆發的第五波疫情已導致

近120萬人受感染。在Omicron病毒株的影響下，香港經濟再受衝擊，百業蕭條。

政府持續收緊抗疫措施，加上坊間謠言四起，令到市面一度爆發「搶購潮」。在這動盪的

日子裏，香港青年到底如何自處？MWYO青年辦公室於今年3月10至4月2日期間特意

訪問了20位青年，當中包括中學生、大學生、在職人士和待業者，從公民參與、身心

健康、教育、就業和財務，以及香港的未來產業結構五大範疇，去了解他們過去兩個月

在病毒陰霾下生活的體驗。

政府應以派發現金代替消費券，其中一個理由是

電子消費券在使用上對長者來説不太方便。此外，

有不少小店未能受惠，對提振疫後經濟的作用或

不如現金有效。另一位受訪者則認為與去年相比，

今年的經濟環境更為嚴峻，相信不少人都希望儲存

現金以備不時之需，可是消費券須在限時内用完，

未必切合市民的需要。另一位在職青年亦坦言不能

使用消費券繳付租金等必要開支，令到所得金額

不太實用，降低了紓解民困的效果。

公民參與
青年聚焦消費券，
但亦關注其他紓困措施
今年 2 月 23 日，財政司司長發布最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和社會上不少人士一樣，青年的目光也

聚焦在向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

發放的10,000元電子消費券上。有大學生認為消費券

縱使未必最符合經濟效益，但此「還富於民」的

舉動，無疑能充實市民的錢包，讓他們感到安心。

另一位受訪者也同意能夠減輕市民的負擔，短期内

對經濟亦有刺激作用。再者，今次消費券的金額

比上一輪多一倍，不少受訪者都表示增加了他們的

購物慾但礙於現時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很多商店

均提早關門，因此有受訪青年打算待當局放寬防疫

限制後才使用這一輪消費券。

儘管有了去年的經驗，不少市民應該都懂得透過

不同電子支付平台使用消費券，但有不少受訪者表示

電子消費券在使用上
對長者來說不太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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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消費券，受訪的年輕人亦關注財政預算案中

其他紓困措施，例如暫時禁止向指定行業商戶追討

租金等。有中學生認為與派發消費券相比，暫緩

追租的措施能更針對中小企的經營困難，有利日後

經濟復甦。不過有在職青年擔心派對房間等場所處

於法律的灰色地帶，未有明確定義，或會在禁止

業主向這類處所追租時遇到困難。

此外，有不少青年提及預算案中為失業人士而設立的

「臨時失業支援」計劃。一位在職青年指出這一波

疫情令很多人失去工作，設立救濟金相信能解其燃眉

之急。不過，有受訪者擔心這類短期措施只能解一時

之急，長遠而言，政府應儘快放寬防疫措施，讓餐飲

業界等全面復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失業問題。

在紓緩醫療系統的壓力方面，有大學生建議財政司

司長投放更多資源，當下一波疫情爆發時可以更從容

對應，希望可減低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另一位中學生

亦提出政府需增撥資源強化醫療系統，並且有關部門

亦可考慮與民間醫療機構合作，向大眾灌輸基本的

衛生知識，將其普及化，讓下次出現緊急醫療災害

(如疫情）的時候，可有更多市民能擔任義工，減緩

醫護人手不足的難題。

抗疫當前，
押後行政長官選舉可以理解
面對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行政長官於2月宣布押後

原定三月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對於這個決定，不少

受訪者都表示理解和支持。一位在職青年不諱言地

指出，相比下屆行政長官人選，一般市民更關注日常

生活何時能恢復正常，自己會不會感染新冠肺炎。

另一位受訪者亦表示把選舉延後一個月左右（由3月

27日押後至5月8日）對社會影響不大，形容行政

長官這次的決定合適。不過，有中學生持相反意見，

認為現時科技發達，候選人拉票以及投票過程都

可以在網上進行，未必需要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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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抗疫未能改善青年對中央政府
印象
新一波疫情下香港公立醫療系統幾近崩潰，市面上

不少日用品亦一度出現短缺。然而，在内地各省市

和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這種情況很快就得到

改善。對於國内多地願意伸出援手，有小部分受訪者

表示感動，認為這象徵着中央對香港的關心，也

改善了他們對當局的印象，但有類似想法的為數

不多。有中學生便坦言對内地部門有既定印象，一時

三刻難以基於單一善舉而改變，更有受訪者因缺乏

信任而質疑這次援助的背後原因。

從遠處關注烏克蘭戰事
有關近期俄羅斯和烏克蘭爆發的戰事，不少青年都

表示有關注相關新聞，並對當地居民的遭遇深表

同情。不過，有受訪者覺得現時香港疫情嚴峻，

大部分市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防疫上，加上自己

能為烏克蘭戰事提供的幫助有限，除了捐款和購買

當地產品，他已想不到其他可以援助當地的辦法。

另一位青年則自認沒有勇氣親身到當地支援戰事，

因此只能擔任「鍵盤戰士」，在網上分享和俄烏戰爭

有關的貼文，引起社會對此事的關注。

身心健康
求助困難，青年勤於防疫和抗疫
第五波疫情導致超過100萬名市民感染新冠肺炎，

不少受訪者均表示有認識的人在這一波疫情中不幸

染疫，而這些親朋好友與病魔對抗的經歷也讓他們

更注重個人防疫工作。以一位在職青年為例，在過去

幾波疫情中，他都沒有特意減少社交活動，但這次

決定減少外出次數，出門時亦會戴上兩個口罩。

有一位受訪者亦表示現在外出時會更加注意個人

防疫，即使是短暫出門扔垃圾也會戴上口罩。

可是，有在這波疫情中曾染疫並康復的受訪者與

這些青年小心翼翼的防疫態度背道而馳。一位2月底

曾患病的受訪青年直言康復後感到安心不少，除了

因為自己已有抗體，更因為他已清楚知道感染後

會出現甚麽症狀，並曉得應付的方法。

青年為了防疫提心吊膽，原因是擔心確診後對身體

帶來的影響和得不到妥善的照顧。以一位曾受感染的

受訪者為例，他檢測陽性後曾多次撥打政府設立的

「居安抗疫」熱線求助，一個多星期後才收到當局的

跟進，然而其時他已完全康復。他批評各部門準備

不足，反應太慢，讓市民自生自滅。另一位已康復的

受訪青年對政府的各種支援亦有類似評語，他甚至

放棄向當局求助，只靠着沒有確診的家人外出購買

物資來度過生病的兩周。

對於應如何為確診人士提供更多支援，有中學生

建議當局應加派人手接聽求助熱線，以確保能為

長者等高風險群組提供及時的緊急救援。另一位

受訪者則明白疫情高峰時期的隔離設施不足，令不少

出門時亦會
戴上兩個口罩

青衣方艙醫院



7

《青年備註》第12期

患者需要家居隔離，他希望有關部門可以更積極地

與外賣平台及社區組織合作，讓居家隔離人士的

基本生活需要可以得到保障。

物資短缺，資訊混亂，
青年普遍不滿政府防疫政策
在政府的防疫措施限制和疫情嚴峻的情況下，不少

商店均宣布調整營業時間，影響青年慣常的購物

習慣。以一位在職青年為例，因幾家常光顧的店鋪

關了門，所以他需尋找一些離家較遠的商店，額外

花了不少時間。疫情亦導致不少市民選擇囤積

日用品以備不時之需，年輕人也不例外。一位受訪者

表示自己購買了更多罐頭和麵食等保存期限較長的

食品，且減少在奢侈品和娛樂等方面的開支。另一位

青年的家庭亦為了減少外出次數而購買可囤積的冷藏

肉代替鮮肉。市民爭相搶購日用品令不少門店出現

缺貨的情況，有受訪者因此選擇利用網購的途徑購入

所需要物資。再者，網購只需達到指定金額就可安排

送貨，用以購買食油和米等比較重的貨物是相對

方便。若不幸因確診而需在家隔離的受訪者，網購

更是唯一可以確保家庭能獲得足夠物資的救命稻草。

對於「搶購潮」，不少受訪者都將其歸咎於政府發放

的疫情防控資訊混亂和含糊，令坊間謠言四起。一位

大學生批評當局未有正面回應媒體有關全民檢測和

「封城」的傳聞，導致市民恐慌性搶購各類生活

用品。另一位受訪者則指政府在未有足夠資源處理

所有確診患者的情況下就宣布考慮推行全民檢測，

除了更添混亂之外，對抗疫並沒有任何幫助。這一波

疫情至今已有近9,000人死亡，有青年認為這反映了

政府並沒有從以往幾波疫情中汲取經驗，制定完善

的抗疫策略，令長期病患者和長者得不到所需的

照料。他相信若當局能夠在Omicron來襲前便已做好

準備，不少死亡個案皆可避免。

教育
突如其來的「暑假」影響有限
為了配合抗疫，政府於2月宣布全港學校提前於3月

開始放假直至復活節假期結束。儘管這本應是學生

的「暑假」，但不少受訪學生也表示學校在「暑假」

期間會安排授課。以一位中五學生為例，在一個多月

的假期中他只有大約一星期的休息時間，其餘日子

則繼續需要網上補課。而另一位受訪學生的學校

亦有類似安排，讓學生按意願選擇是否參與補課。

不過，青年普遍滿意學校在這次「暑假」中作出的

補課安排。有受訪者坦言「暑假」的決定來得突然，

或會打亂了老師原定的教學進度，並為了減少

「暑假」帶來的影響，加重了老師的負擔。另一位

中五學生亦讚賞校方在「暑假」分階段向學生派發

作業，認為此舉不但能夠減低拖慢學習進度，也讓

學生在這不能出門的悠長假期中不至於太過空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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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學生依然視文憑試為
較公平的評估方式

參差，教授亦較難解答學生的疑問，對學生能吸收

多少知識絕對有影響。另一位受訪者亦有同感，並

指出這段時間不少教授都選擇將課堂內容拍成影片

上傳到網上，但並非所有學生都會觀看這些教學

影片，因此他估計透過網課學到的知識只有面授

課堂的一半。除了影響吸收知識，有青年還認為

長期網上授課會減少學生累積人際交往技巧等軟技能

的機會，影響畢業生的職場競爭力。

網上授課降低教學質素是大部分大學生的共識，但

受影響的程度卻因學科而異。以一位修讀商科的

受訪者為例，他表示網課較難集中，但整體與

面授課的分別不大。另一位大學生也同意網課對

文學、哲學和歷史等相對靜態的學科影響較微，但對

修讀醫科和工程等注重實習的學科來說，過去幾年

的網課或會削弱該類學科學生的專業能力。此外，

有青年認為不應將大學畢業生質素的改變完全歸咎

於網課，學生的心態也很重要。他指出即使網課

教學質量未如面授課理想，但心態較好的學生仍可以

在課堂外透過自己的努力彌補兩者之間的差距。

校內評估不公允
隨着新冠肺炎確診數字持續下降，今年的中學文憑試

在4月底順利開考。然而在疫情高峰時，考評局

曾宣布或須取消文憑試，改以校內評估數據以及學校

過往的文憑試成績數據，預測考生的成績。這項

建議在學生中引起了不少討論。支持校內評估的意見

認為取消文憑試可以減少疫情傳播風險，亦能避免

「一試定生死」，紓緩考生在疫情下備考的壓力。

儘管以校內評估釐定考生成績有不少優點，但大部分

學生依然視文憑試為較公平的評估方式。正如一位

中學生指出，各學校的校內試卷在難度上往往大相

逕庭，難作比較，若以此為基礎決定學生能否

升讀大學，恐怕難以服眾。另一位受訪者亦有類似

看法，並認為在校本評核中教師往往偏心成績較好

的學生，對其他學生不公平。而一位中五學生則

表示不少在校內評估中分數不高的同學都打算在

文憑試前的長假期（study leave）努力溫習，在

公開試中獲取好成績，取消文憑試無疑剝奪了這些

學生最後努力的機會。

「遙距」課程影響大學畢業生質素？
不少今年畢業的大學本科生的學習生涯大半都在

網課中度過，有社會人士擔心應屆大學畢業生的

質素將較以往差。對於這種說法，有大學生認為

不無道理。他承認與面授課堂相比，網課的質素相對

影響職場競爭力



9

《青年備註》第12期

就業和財務
疫情對工作影響不一
不少青年說自己的工作模式與以往不同。以一位擔任

社工助理的受訪者為例，他所負責的青年服務在疫情

期間須改為在網上進行，故只能以一些可以在鏡頭

前進行的靜態活動替代原定的歷奇和露營等戶外活動。

另一位從事社福界的青年則表示疫情下不少實體

活動被取消，主要服務對象轉為受疫情影響的

街 坊，工作重點也轉為防疫工作，如幫助長者

預約接種疫苗等。可是，跟注重與人交流的社福界

相比，從事資訊科技界的青年則表示工作模式和範圍

並未有因疫情而出現太大改變，不過由於這段日子裏

企業對技術支援的需求增加，所以變得更忙碌。

大部分受訪在職青年都不認為自己的職位會被疫情

威脅，但對於一位待業的青年來說，這一波疫情

卻為他的求職路再添波折。原本從事屋苑零售及管理

服務相關工作的青年，自去年初離職後便嘗試找

類似的兼職或全職工作，但至今仍未有結果。他坦言

屋苑零售及管理服務在香港是比較新興的行業，工作

機會不多，疫情下僱主增聘人手的意欲更大減，因此

他已開始萌生轉行的想法。

薪酬以外，
青年注重工作氣氛與認同感
近日有調查發現受訪香港僱員計劃在未來12個月內

留任現職的不超過六成（59％），並指出僅靠提供

更高的薪酬不足以挽留員工。不少受訪青年也同意

不能單靠薪酬留住人才的說法，指出員工的去留

還取決於工作氣氛是否愉快。的而且確，一位受訪的

在職青年對其上司讚口不絕，認為他在疫情前鼓勵

員工定期在下班後一起聯誼有助增進同事間的感情，

有利營造和諧的工作環境。另外，有受訪者強調

企業應培養員工的工作認同感，讓他們明白其職務

對公司以至整個社會的意義。

疫情下不少人更加注重健康，企業在這方面為員工

提供的福利也因而成為青年考慮是否留任的因素

之一。以一位在職青年為例，他今年一月因被列為

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而須進入竹篙灣

隔離營。公司知悉後馬上表示在隔離期間他可被視為

「在家工作」，不用請假，更允許他在一切安定後才向

人事部補繳隔離令等證明文件。他深感公司的彈性

處理讓他非常安心，也增加了對這份工作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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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扣稅未增青年自住意願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與住屋相關的政策除了俗稱

「波叔plan」的新按揭保險外，還有住宅租金扣稅，

以減輕沒有持有住宅物業的人士的租屋負擔。縱使

此舉理論上能吸引青年搬離原生家庭在外租住

房屋，但受訪青年不約而同地表示其實幫助不大。

一位與家人同住的受訪者承認租金扣稅的確增加了

他到外面租屋的興趣，然而他認為現時自己心儀的

房屋類型租金依然偏高，因此暫時並沒有搬離家庭

的打算。而另一位在職青年則笑言自己薪水太低，

不用繳稅，故該措施對他來説完全沒有吸引力。

香港的未來：
香港產業結構
青年偏好多媒體行業，
但相信創科與金融將成主流
香港的產業結構多年來均被批評為單一和未能

切合新一代的興趣，受訪者對此深表同感。展望

將來，不少青年都認為金融等行業在港的地位

將難以動搖。有受訪者指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金融業的前景和待遇較其他行業優勝不少，因此

即使這並非青年的興趣所在，仍能吸引大量年輕人

入行。另一位受訪者則指在大灣區發展策略下，香港

金融業的地位更顯重要，除非國際格局大變，否則

這行業在香港的支柱地位難以動搖。除了金融業，

有在職青年亦提到了近年政府大力推廣的創科

產 業，他認為疫情下不少事務都須改為在網絡上

進行，令社會對各種新科技的需求大增，將會有效

吸引青年向這方面發展。

然而，談到時下年輕人最感興趣的行業時，大部分

受訪者也認為是Youtuber和微電影製作等的多媒體

行業。一位在職青年認為這類工作的技術門檻

較低，容易上手，讓不少青年都有興趣一試。另一位

受訪者則指多媒體行業鼓勵青年從生活中發掘有趣

的事物，認為這特點對他們很有吸引力。而近年

Youtube等各類創作平台快速發展，造就了一批

相對成功的香港KOL，亦是部分年輕人青睞多媒體

行業的原因。

若要在香港推廣多媒體行業發展，不少受訪者都

表示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一位青年建議當局可以

鼓勵大專院校開辦網紅培訓一類的課程，教導有興趣

投身此行業的年輕人影片拍攝和剪接等基本技能。

另一位受訪者則認為有關部門可設立獎學金，鼓勵

修讀多媒體相關專業的青年到海外留學深造，條件

是學成後需回香港工作一段時間。

鼓勵大專院校開辦
網紅培訓一類的課程



11

《青年備註》第12期

結語：大疫當前，青年聚焦當下
過去兩年間，儘管新冠疫情在香港偶有爆發，但對大部分市民來説，感染的

風險並不算高。然而這次Omicron病毒來襲，短時間内有過百萬人被感染，

一下子拉近了我們與疾病的距離。在這人人自危的社會氣氛下，受訪者普遍

關心的是家裏的各種物資是否足夠，以及政府推出了甚麼紓困措施，至於未來

會怎樣，他們卻沒有太多想法。不過即使在這動盪的時刻，青年依然沒有選擇

「躺平」，他們暫時選擇更專注當下，但並不等於他們對將來沒有規劃和野心。

相信隨着疫情再度緩和，年輕人的專注力也可慢慢從防疫中解放出來，繼續為

心中所渴望的未來努力。

青年沒有躺平
選擇專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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