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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數 主題

教育第一場

受訪者人數及背景

三名在港出生的華裔高中學生、三名大專學生

教育第二場 兩名在港出生的華裔高中學生、兩名少數族裔高中學生、三名
大專學生

教育第三場 兩名在港出生的華裔高中學生、一名新來港高中學生、三名大專
學生

工作與居住第四場 七名在職青年（其中三名具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經驗）

工作與居住第五場 三名大專學生、兩名少數族裔高中學生、一名在港出生的華裔
高中學生、一名在職青年

6	 1.	背景

2018年，前青年事務委員會（改組後為青年發展委員會）發布《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

(下稱策略），內容涵蓋多個政策範疇，為青年發展政策提出未來方向1。然而，四年多以來國家進一步

發展規劃，香港社會和國際環境變化迭起，青年面對的機遇和挑戰已有所不同，故有更新的需要。有見

青年發展是個跨專業和跨領域的課題，牽涉教育、就業和身心健康等多個環環相扣的政策範疇，

MWYO青年辦公室（下稱MWYO）認為一套全面和更新的青年發展藍圖，將能提供更清晰的願景和

政策目標，團結社會各界在共同基礎上展開更完善的青年工作。為此，MWYO於2021年10月開始進行

研究，旨在探討年輕人對青年發展的看法，希望可以為政策制訂者和社會提供未來五至十年，以至

更長遠、宏觀和貼近青年需要的「青年發展藍圖（下稱藍圖）」。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舉辦九場焦點小組訪談（每場約六至七人），以判斷抽樣（Judgmental	Sampling）2的方式

共邀請了61名青年參加，當中包括20名本地高中學生（其中有14名在港出生的華人、四名少數族裔

人士和兩名新來港人士）、19名大專學生、15名在職青年和七名創業青年，並將他們分組，就教育、

工作、身心健康、公民參與和居住這些與青年發展息息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各主題的分組討論的人數

及其背景可參閱表一。與此同時，研究亦參考了學術文獻、海外案例、政府文件、報章、社交媒體

資料，以及MWYO以往發表的報告等，以補充收集到的原始資料。

表一：各主題的分組人數及背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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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判斷抽樣（Judgmental	Sampling）是根據研究員對母體（在今次的研究課題中指香港青年群組）的熟悉程度及經驗，選取最適合
研究目的之樣本，這些樣本是特別能提供訊息的獨特個案，好處是資料回收率高，在搜集樣本時亦較節省成本及時間，適合在研究

	 時間有限的情況下進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抽樣與代表性	(Sampling	and	representativeness)〉。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取自https://www.cuhk.edu.hk/soc/lsonline/ies/ies2009/2/electure2_4.htm）

1				背景

https://www.cuhk.edu.hk/soc/lsonline/ies/ies2009/2/electure2_4.htm


場數 主題 受訪者人數及背景

工作（創業）與居住第六場 七名創業青年（其中兩名具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創業經驗）

身心健康與公民參與第七場 三名在職青年、兩名大專學生、兩名在港出生的華裔高中學生

身心健康與公民參與第八場 一名在港出生的華裔高中學生、一名新來港高中學生、三名大專
學生、三名在職青年

身心健康與公民參與第九場 兩名大專學生、一名在職青年、三名在港出生的華裔高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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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青年定義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青年」泛指處於兒童階段（Childhood）過渡至獨立成年階段（Adulthood）的

人士，是一個相對流動的群組3。世界上不同國家、地區以至組織會根據不同政策範疇和目標，為「青年」

一詞賦予不同的定義。例如聯合國為方便統計，一般會把青年界定為15至24歲人士4，而經濟合作與

發展組織在最新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青年行動計劃」中，則把青年界定為15至29歲人士5。

在香港，「青年」同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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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例如政府統計處在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的《主題性報告：

青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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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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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青年委員自薦計劃9。因此，為了

更準確照顧青年在不同發展範疇的需要，本研究不會為「青年」設下固定的年齡定義，在廣義上將視

處於兒童階段過渡至成年階段的人士為青年，當針對特定情況或引用數據資料時，本研究會適時指出

所討論的年齡範圍。

3	 United	Nations.	(2013).	DEFINITION	OF	YOUT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fact-sheets/youth-definition.pdf
4	 United	Nations.	(2013).	DEFINITION	OF	YOUT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fact-sheets/youth-definition.pdf
5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The	Updated	OECD	Youth	Action	Plan:	Building	
Blocks	for	Future	A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employment/youth/The-Updated-OECD-Youth-Action-Plan.pd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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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政府統計處（2016）。《2016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青年》。香港：政府統計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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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20171218-c.pdf

9	 民政事務局（2020）。《青年委員自薦計劃》。香港：民政事務局。
	 取自https://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District_Community_and_Public_Relations/selfrecommendation.htm

https://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fact-sheets/youth-definition.pdf
https://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fact-sheets/youth-definition.pdf
https://www.oecd.org/employment/youth/The-Updated-OECD-Youth-Action-Plan.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ssf04-youth-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in-hong-kong-20171218-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ssf04-youth-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in-hong-kong-20171218-c.pdf
https://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District_Community_and_Public_Relations/selfrecommend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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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青年人口概況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普查數據，香港15至24歲青年人口在過去幾年不斷下跌，由2011年的860,002人

(佔總人口12.6%）跌至2016年的776,709人（佔總人口11.1%），到2021年仍持續下跌至585,165人

(佔總人口8.2%），十年內跌幅逾27萬人；當中性別比率（男：女）維持約1.04至1.05：1，大致平均。

而25至34歲人口在這十年間亦減少了超過五萬，佔比由2011年的13.9%下跌至2021年的12.6%。

綜合15至34歲的青年群組，十年間人口下跌約33萬；反觀，55歲或以上的人口卻增加，帶動總人口

實際增長超過27萬10。由於生育率維持低水平，推算15至24歲青年人口在2047年只有約558,000人，

佔屆時總人口7.0%，並會在2069年進一步下跌至約502,900人，佔總人口6.9%11。

在種族結構方面，2016年政府統計處最新數據顯示，15至24歲少數族裔人數由2006年的13,117人

(佔總少數族裔人口8.5%)，不斷上升至2016年的27,651人（佔總少數族裔人口10.5%)。不過，由於

全港人口在2006至2016年間有所上升，該年齡群組佔全港總人口在十年間由13.2%下降至10.7%12。

在語言使用情況上，在2019年，全港15至24歲的青年群組內有逾九成的母語為廣州話（90.1%），

少數為普通話（3.9%）及其他中國方言（1.6%）13。

在婚姻狀況方面，參考2021年人口普查的數字，由2011至2021年的十年間，無論男或女，在25至34歲

的群組內從未結婚人口比例同告上升（男性：25至29歲由82.6%升至86.7%，30至34歲由50.0%

升至57.8%；女性：25至29歲由69.3%升至75.8%，30至34歲由37.7%升至43.2%）14，可見選擇

不結婚的青年人數不斷增加。即使選擇結婚，女性及男性的初婚年齡中位數在1991年至2020年間

均穩步上升，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由26.2歲上升至30.4歲，而男性初婚年齡中位數則由29.1歲上升

至31.9歲，可見女性及男性均有遲婚的趨勢15。在生育方面，女性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由2006年的

29.2歲，逐漸上升至2020年的32.3歲；20至29歲年齡層群組的生育率亦在過去約十年大幅下降（見

表二）16，而2021年的粗出生率（即一年內的活產嬰兒數目相對該年年中每千名人口）只有5.0，這是

由1981起計的最低數字17。

10	 政府統計處（2022）。《2021人口普查簡要報告》。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us2021.gov.hk/doc/pub/21c-summary-results.pdf
11	 政府統計處（2020）。《香港人口推算2020-2069》。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15082020XXXXB0100.pdf
12	 政府統計處（2017）。《2016中期人口統計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00/att/B11201002016XXXXB0100.pdf
13	 政府統計處（2019）。《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66號報告書》。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C0000086/att/B11302662019XXXXB0100.pdf
14	 政府統計處（2022）。《2021人口普查簡要報告》。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us2021.gov.hk/doc/pub/21c-summary-results.pdf
15	 政府統計處（2021）。《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303/att/B11303032021AN21B0100.pdf
16	 政府統計處（2021）。《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303/att/B11303032021AN21B0100.pdf
17	 政府統計處（2020）。《香港統計月刊	1981年至2019年香港生育趨勢》。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FA100090/att/B72012FA2020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us2021.gov.hk/doc/pub/21c-summary-results.pdf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20015082020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20100/att/B11201002016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C0000086/att/B11302662019XXXXB0100.pdf
https://www.census2021.gov.hk/doc/pub/21c-summary-results.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303/att/B11303032021AN21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130303/att/B11303032021AN21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FA100090/att/B72012FA2020XXXXB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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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年齡組別生育率（按每千名女性計算的活產嬰兒數目）

有關青年貧窮情況，2020年，18至29歲青年的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在政策介入前達143,600人和15.6%，

是自2009年以來的新高。不過在政策介入後，有關的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則下降至44,400人和4.8%，

成為自2016年以來的新低18。

不同的背景、特徵和處境均造就了青年群組的多樣性，藍圖的對象應包括所有香港年輕人，因此必須

考慮到不同群組的不同需要，讓每一位青年都能夠在健康的環境下茁壯成長。

1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9XX0005/att/B9XX0005C2020AN20C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9XX0005/att/B9XX0005C2020AN20C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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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未來

香港未來繫於青年，青年未來繫於國家、本地以及國際環境的規劃發展，環環相扣。新一份藍圖必須

同時具備這三方面的視野。值得留意的是，在國家層面，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7年發表了《中長期

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為全國青年發展制訂了總體目標和多項要求19。在本地層面，前青年

事務委員會於2018年發表《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報告》，冀能確保所有政策局和持份者在推動

青年工作時，均秉持同樣的原則20。至於國際層面，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於2015年通過《2030年可持續

發展議程》，為實現人類和平與繁榮定下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就包括教育、健康和居住環境等與

青年息息相關的議題21；要達致這些目標，青年持續參與亦有重要的角色。

以上三份文件為香港青年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論述基礎，故藍圖的願景、策略性範疇和發展目標等重要

部分將加以參考。與此同時，國家領導人過去多次強調香港要解決深層次矛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2，故

藍圖也會正視青年在成長過程中受到這些問題的影響，特別是居住和其他社會問題，從青年的角度作出

適當回應，最終為青年提供有利的發展環境，為香港未來持續繁榮打下穩健基石。

2.1.	願景
藍圖是制訂青年發展政策的框架和執行機制，提供適當指引，以加強青年思想質素和全面發展能力；引導

青年愛國、勤學、專業、修德、明辨、篤實、兼融和關愛，不斷成長，享有快樂充實的人生；並以承擔

和創新精神，為香港、國家及全世界福祉作出貢獻，肩負起達成中國夢的責任。

2.2.	策略性範疇
2015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制訂了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共169個具體細項）。「可持續發展目標」於2016年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導入，此過程稱為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在地化」；各國政府有責任尋求合作夥伴，同時將目標納入法律體系，制訂執行計劃

和預算23。中國政府近年已積極參考這些目標，制訂及執行有關政策，而青年亦是這政策的重要持份者

和參與者24。

19	 中共中央、國務院（2017）。《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取自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89005.htm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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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2015）。《可持續發展目標》。聯合國。
	 取自https://sdgs.un.org/zh/goals
22	梁亮勝（2020）。〈中央確保香港有穩定環境解決深層次矛盾〉。《文匯報》。
	 取自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5/27/PL2005270001.htm
23	聯合國（2015）。《變革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聯合國。
	 取自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70-1.shtml
24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21）。《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自願陳述報告》。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取自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zw/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89005.htm
https://sdgs.un.org/zh/goals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5/27/PL2005270001.htm
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70-1.shtml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zw/


香港青年發展藍圖	 13

在聯合國17項目標中，以下八項與香港青年福祉特別有關係：

i.	 身心健康：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ii.	 教育：確保有教無類、公平和高品質的教育，以及提倡終身學習；

iii.	 工作：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有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iv.	 居住：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v.	 貧窮：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vi.	 平等：實現性別平等，並賦予婦女權力；

vii.	 消費及生產：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以及

viii.	 氣候變遷：採取緊急措施以應對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在我們提出的藍圖中，會把這八項目標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會成為藍圖的策略性範疇，它們對今天

香港青年尤其切身和重要，政府必須提供資源和政策，創造適當的客觀環境，促進年輕人能達致有關

目標。這些範疇包括：(i)	身心健康、	(ii)	教育、(iii)	工作和	(iv)	居住。與此同時，藍圖亦考慮到青年融入

及參與社會事務的重要性，以及香港特殊的政治情況，因此加入了「公民參與」和「社會關係重建」

範疇，並嘗試為各個範疇提供更詳盡的發展目標和政策建議。這些政策建議以青年為本，若當局認為

部分適用於其他年齡群組，我們樂見擴展至讓更多港人受惠。此外，執筆之時，政府及青年持份者仍然

忙於應付疫情，我們期望當疫情受控，各方能共同大力推動有關建議，助青年健康發展。

至於餘下四項「可持續發展目標」為第二部分，當中包括	(v)	貧窮、(vi)	平等、(vii)	消費及生產和	(viii)	

氣候變遷，當局有責任加強青年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促進他們在不同崗位上參與其改進的工作。政府和

社會應引導年輕人參與永續發展的項目活動，提供適當的技能和機會，改善他們創新的能力和對永續

發展的認識，令新一代成為支持可持續發展及促進和平的主力。我們認為就這四項目標，政府在各個

相關政策範疇必須作出更長遠和宏觀的政策規劃，故本報告暫時不會作進一步討論。



策略性範疇 具體發展目標

 營造快樂成長環境，改善青年精神健康
 培養青年健康生活習慣，提升體質健康水平
 完善性教育課程，確保內容符合青年實際需要
 提升青年應對網絡世界風險的能力，加強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防止高危青年演變成邊青，讓他們踏上更有意義的人生道路

身心健康

 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讓「較弱勢群組」的學生也享有平等教育機會
 強化教學質素和學習成效，促進教育科技的發展
 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促進青年全人發展，啟迪終身學習

教育

 突破地域空間，創造多元和靈活的事業發展途徑
 提升本地人力資源質素，迎接勞動市場的急速變化
 促進青年充分就業，提供足夠的職前培訓和就業支援

工作

 完善青年公民參與的環境，加強專責青年事務的政府部門角色
 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讓青年有效和有序地參與公共事務，最終貢獻社會

公民參與

 改善青年居住環境，提供可負擔的居住選擇
 為青年提供更清晰的置業前景

居住

 協助因2019年社會事件被捕青年重回社會生活
 重建各界關係

社會關係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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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發展目標
就上述六項藍圖的策略性範疇（身心健康、教育、工作、公民參與、居住和社會關係重建），我們列舉了

相應的具體發展目標，並冀望政策建議有助達成各項目標，在不同範疇全面支援青年發展（見表三）。

表三：藍圖的具體發展目標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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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享會：性教育學生都有Say》3身
心
健
康





當下挑戰

一、青年精神健康問題嚴峻

• 青年面對多重壓力，其精神健康狀況較其他
年齡組別差

• 精神健康素養不足
• 精神健康醫療系統供不應求

一、營造快樂成長環境，改善青年精神健康

• 從校園、家庭和社區營造愉快成長環境
• 加強精神健康教育
• 及早識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年輕人
• 完善精神健康醫療系統

二、青年生理健康情況令人擔憂

• 超重與過瘦問題日益顯著
• 缺乏足夠運動量
• 缺乏足夠睡眠時間
• 青年濫藥問題漸趨嚴重

二、培養青年健康生活習慣，提升體質健康水平

• 提升青年健康飲食意識
• 為青年營造有利環境，培養運動習慣和興趣
• 促進學業與生活平衡
• 加強禁毒教育和打擊措施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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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心健康

身心健康是青年發展中的重要一環。一般在10至20歲期間，青年會經歷青春期帶來的連串生理和心理

變化，準備由兒童轉變為成人25。過程中，年輕人的行為和認知都會有所改變，情緒變得敏感，容易

受外在因素影響，包括學業壓力、朋輩關係、社會環境，以至網絡世界等。世界衞生組織（下稱世衞)

更指，青年在這段期間所建立的行為模式如飲食、運動和性活動，對他們自身、周邊人士，以及未來

健康發展均有重要影響26。過去數年香港接連爆發前所未見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疫情，加上生活和

學業壓力等其他因素，使青年身心健康發展面臨嚴峻的挑戰。若這些問題沒有得到適當的處理，將有機會

破壞人際關係27，嚴重的年輕人更可能出現反社會行為28，損害社會和諧，而且這些挑戰亦可引致精神

健康疾病，增加社會醫療負擔。因此，藍圖必須協助青年順利過渡各種困難與轉變，奠定良好基礎，確保

他們能健康、快樂和堅強地成長。

綜合本研究的焦點小組意見及文獻資料，過去數年青年在身心健康範疇正面對一些主要挑戰，為此本報告

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建議，有關扼要如下：

表四：當下挑戰和發展目標扼要

25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2021）。〈青春期（家長篇）〉。
	 取自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ealth/health_se/health_se_pp.html
26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	Adolescent	healt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o.int/health-topics/adolescent-health#tab=tab_1
27	信報（2021）。〈2021文憑試衝刺（九）︰精神健康〉。《信報》。
	 取自https://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49248
28	食物及衞生局（2017）。《精神健康檢討報告》。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取自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mhr/c_mhr_full_report.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ealth/health_se/health_se_pp.html
https://iknow.hkej.com/php/article.detail.php?aid=49248
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mhr/c_mhr_full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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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性教育效能成疑

• 欠缺性教育指引和政策
• 學校性教育課程落後
• 青年性觀念有明顯差別

三、完善性教育課程，確保內容符合青年實際
需要

• 更新與性教育相關的指引和法律定義
• 協助和要求學校制訂性教育相關政策
• 為學校提供更多性教育培訓及經費
• 整合教學資源和促進教學經驗交流
• 優化課程設計，並提升媒體素養教育
• 學校與各持份者合作加強性教育，預防和

處理性罪行

四、青年應對網絡世界風險的能力不足

• 學校課程未能裝備青年足夠的媒體素養和能力
• 青年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情況日益嚴重
• 青年成為網絡犯罪受害者的機會很大

四、提升青年應對網絡世界風險的能力，加強
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 定期檢視學校媒體及資訊素養的教學成效
• 加強師資培訓和提升教學質素
• 加強家長教育

五、預防青年犯罪的工作支援不足

• 主流學校在預防角色上出現缺口
• 群育學校在收生上出現限制
• 非政府組織在支援持續時間上的限制，使到

其果效難以延續

五、防止高危青年演變成邊青，讓他們踏上
更有意義的人生道路

• 主流學校提供針對式教育
• 增加轉介往群育學校就讀
• 改建空置校舍成一站式共享中心
• 網絡綜合平台與大眾分享相關資訊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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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當下挑戰

3.1.1.	青年精神健康問題嚴峻

一、青年面對多重壓力，其精神健康狀況較其他年齡組別差

綜合討論身心健康課題的焦點小組資料，大部分受訪青年均表示目前正面對各式各樣的壓力。除了社會

一直存在的激烈競爭環境、樓價和物價高企，過去幾年的新冠疫情和2019年社會事件更為青年的精神

健康帶來嚴峻挑戰。在此大環境下，不少受訪者表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多方面的擔憂，例如教育上會

擔心停課及通識科改革等突如其來的變動會導致學業成績落後；在工作上會憂慮畢業後因市道低迷而未能

找到合適工作；在生活上會見到身邊很多朋友或同事移民而對前景悲觀，加上社交媒體、家庭、朋輩和

伴侶關係等都有機會為青年造成更多的精神壓力和煩惱。

根據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20，15至34歲受訪青年的精神健康指數平均分只有42.4分，除了低於

合格水平（52分），更是所有年齡群組中最低。在這年輕群組中，逾半於2019年中受訪時認為社會爭議

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大或頗大負面影響（51.9%），此比率到2020年中更急升至逾七成（71.1%），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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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群組中最高29。香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於2020年的調查亦顯示，約四成半24歲或以下青年

出現高度創傷後壓力症症狀（45.6%），近五成出現高度的抑鬱症症狀（49.6%），情況較25歲以上人士

嚴重30。他們的壓力來源除了包括個人學業、事業和感情問題，疫情導致停課、影響工作前景，以至

經歷或目睹社會事件中的衝突及傷害都是關鍵。

「基本上香港就係一個好大壓力嘅環境。社會俾嘅壓力、側邊嘅人俾嘅壓力、樓價

又高、物價又貴、搵工又難，仲要日日都擔心第時我出嚟做咩，分數夠唔夠。有

咁多唔同面向嘅壓力。」（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其實我哋可以當大部分青年都有精神健康問題。其中原因第一個就係疫情，第二個

就係經歷社會運動。好多人都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佢哋會覺得好無力同沮喪。如果

嚴重嘅話有啲人會憤恨，再極端啲可能會有反社會傾向。」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我覺得呢兩年俾疫情影響好多。因為我哋個個禮拜好長時間都係網上學習，變咗

好需要我哋嘅自律性。中學老師係唔會理你咁多，復課後可能突然間發覺學業成績

跟唔上，然後就會有好大壓力。我身邊見到依家特別多中學文憑試學生喺情緒方面

係要睇醫生。」（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二、精神健康素養不足

所有討論相關議題的受訪者均認為青年的精神健康素養有待加強。他們指現時還有很多年輕人未能及時

識別精神健康問題，對相關疾病、自我調節方法和如何尋找專業幫助等都沒有足夠認知。其中一大原因

是學校缺乏整全的情緒教育。受訪者表示校方只教授學生在出現精神健康問題後怎樣尋找協助或只勸告

他們不要有負面想法，很少會深入了解學生的需要，而且沒有一套清晰的觀念讓他們了解情緒的本質，

故出現負面情緒時，青年往往不知如何應對。有些受訪學生更認為有學校為保障校譽，傾向迴避處理和

討論學生的情緒問題，並寄望由家長來解決困難。不過，有受訪者提到部分非政府機構現時提供的情緒

教育具有成效，惟服務對象有限，很難普及至更多校園和青年。

根據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20的資料，自我調節是減少負面情緒，提升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調查

列出了七種自我調節方式31（下稱「快樂七式」），發現只有約兩成15至34歲青年（21.5%）有採用

29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2020）。〈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20〉。
	 取自https://www.jmhf.org/20201011p18-30
30	李恩慈（2020）。〈政治風波及疫情持續　港大：36%人同時有抑鬱及創傷後壓力症狀〉。《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07604/政治風波及疫情持續-港大-36-人同時有抑鬱及創傷後壓力症狀
31	 包括持感恩態度、經常運動、與家人維持良好溝通、保持樂觀正面態度、保持包容寬恕態度、透過工作而得到充實感或成就感、
慷慨行善。

https://www.jmhf.org/20201011p18-30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07604/政治風波及疫情持續-港大-36-人同時有抑鬱及創傷後壓力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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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七式」（如抱持感恩態度、經常運動、與家人維持良好溝通）中至少五項，比例較35至54歲

(36.7%）和55歲或以上群組（41.8%）為低。相關研究發現採用「快樂七式」中五項或以上的人士，

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焦慮症和抑鬱症的比例明顯較採用四項或以下的低32。

「學校從來都無情緒教育，只係同你講你有問題出現嘅時候，可能你就嚟崩潰嗰下，

你去搵邊個邊個同你一齊解決。但係去到嗰時其實第一，個情緒狀態已經好繃緊

同唔穩定，第二就係一啲私人問題，其他人係好難幫你去解決。所以我覺得應該係

由最基本開始要認識情緒呢個步驟做起。」（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其實有啲社福機構做情緒教育做得好好，佢哋由啲好細嘅小朋友開始已經教佢認識

情緒。例如開心有『high energy』嘅開心，有『low energy』嘅開心。唔開心可以

激動地唔開心，或者係好憂傷。但係佢哋服務對象有限，如果可以將呢樣嘢帶入

學校，每個小朋友都要學習，咁就可以從一個新嘅世代開始。」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其次，有關焦點小組的受訪者一致認為社會對精神健康問題存在負面標籤。例如有人仍視出現情緒問題為

懦弱和抗壓能力不足的表現，而尋求精神科醫生協助的人是「瘋子」。在此背景下，很多有需要的青年都

羞於求助，而且對社工缺乏信任，認為他們幫不上忙，故會隱藏和抑壓自己的情緒，以免被人發現而影響

事業發展與人際關係，這導致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惡化。參考啟勵扶青會於2021年底進行的調查，有六成

受訪的14至24歲青年面對精神健康問題時不曾主動求助；而在有尋求協助的受訪者中（34%），當中

最多人表示最先會找朋友（62%）和家長（40%）幫助，只有不足兩成會向社工、精神科醫生、輔導員

或心理學家等專業人士求助33。

「標籤其實對患有情緒問題嘅青年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障礙。嗰陣時我女朋友有抑鬱，

跟住我勸咗佢半年去睇精神科。佢第一個反應就係同我講話，我唔係痴線，點解

全世界都當我痴線。好多人當咗你去睇精神科就係入青山（醫院），入青山（醫院）

就係因為佢係痴線。」（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作為學生我都好清楚一樣嘢，就係當大家有情緒問題嘅時候，一般都唔會去搵社工。

因為大家之間有好多隔膜，類似我哋都唔係好鍾意同佢哋講嘢，或者可能覺得

個社工幫唔到我，所以好少人真係會去搵呢個服務，我自己從來都無搵過。」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32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2020）。〈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2020〉。
	 取自https://www.jmhf.org/20201011p18-30
33	呂諾君（2022）。〈自殺、吸毒情況增　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31102/自殺-吸毒情況增-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

https://www.jmhf.org/20201011p18-30
https://www.hk01.com/18%E5%8D%80%E6%96%B0%E8%81%9E/731102/%E8%87%AA%E6%AE%BA-%E5%90%B8%E6%AF%92%E6%83%85%E6%B3%81%E5%A2%9E-%E8%AA%BF%E6%9F%A5%E6%8F%AD%E7%A4%BA%E5%85%AD%E6%88%90%E5%B9%B4%E9%9D%92%E4%BA%BA%E6%9C%89%E7%B2%BE%E7%A5%9E%E5%9B%B0%E6%93%BE%E6%8B%92%E6%B1%82%E5%8A%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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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關焦點小組的受訪者亦提到家長教育和家庭輔導的重要性。作為青年成長期間最親密的夥伴

之一，父母的精神健康對子女有很大程度的影響。有受訪者表示很多家長會因為工作或生活壓力大

而無意中把負面情緒帶給子女，尤其是在疫情肆虐和社會氣氛持續低迷的時候。加上過去兩年停課的

安排某程度上削弱了學校識別及處理學生精神健康問題的功能，這令家長的角色顯得更為重要。然而，

受訪者指他們的父母很多都不知學校或政府有為家長教育提供資源，認為當局應進一步接觸家長，除了

加強家校溝通外，亦應從企業入手提升家長的意識，鼓勵他們正視自己和子女的精神健康問題。

「在關心青年之前，其實可以關心大人先。因為好多時係大人先有負面情緒，跟住

嗰啲壓力就會壓落到去小朋友度。疫情之後其實家暴嘅案件係升咗好多，好多時

小朋友都係受害嗰個。」（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三、精神健康醫療系統供不應求

即使有需要的青年願意主動求助，目前的醫療系統亦未必能夠滿足龐大的需要。有關焦點小組的受訪者

反映，現時到公立醫院精神科門診求醫的輪候時間過長，而且每次見醫生的過程都十分倉猝。如果選擇

私營醫療機構，其費用又十分昂貴，一般基層家庭的青年難以負擔。有身為前線醫護人員的受訪青年

亦指，香港精神科專業人員的人手嚴重不足，他們的工作量很大，要處理的個案很多。受訪者認為當局

可加強心理輔導員的角色，並專業化這個職業，讓更多學校或社福機構有信心聘請他們以協助處理大量

相對輕微的精神問題個案。此外，有受訪青年反映現時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給年輕人的印象負面，

導致有需要的青年不願踏足有關中心求助。

「依家要去排精神科門診，你可能要排一年時間先至有位同你做。我其實有睇緊

精神科，每一次見嘅時間就係10到15分鐘好短咁樣，因為佢有好多個病人要睇。

但係如果你想去睇私家個價錢就非常昂貴，對於好多基層來講又非常困難。所以

有好多人嘅情緒問題都未被正視到。」（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其實香港每區係有一啲中心叫做ICCMW（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但係我去過

幾間，我覺得有啲個環境係完全唔歡迎人去，仲差過青年中心。而青年中心都會

俾人詬病，很多時佢哋啲社工一嚟就叫你去見醫生，因為佢哋無咁樣嘅能力幫你，

唔夠膽去孭呢一個飛（責任）。」（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青年護士）

儘管政府近年積極增加精神科醫療人員（如精神科醫生、護士、臨床心理學家和職業治療師）的數量34，

可是相關人手仍然十分緊絀。根據立法會資料，2019至20學年在醫院管理局接受治療的18歲以下精神科

患者人數有40,350人，比2015至16學年急升四成35。然而，參考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

3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十題：精神健康服務〉。《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4/28/P2021042800468.htm
3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十八題：學生的精神健康〉。《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4/P2021032400318.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4/28/P2021042800468.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4/P20210324003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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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的資料，2018年在公營醫療系統中全職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醫生只有37人36，即

當年平均每位醫生需要照顧約1,025名18歲以下精神科患者（2018至19學年共37,910名患者）37。若對

應當時18歲以下約1,069,700的人口38，每位醫生與本港兒童人口比例更達1：28,911。對比之下，世衞

建議精神科醫生對人口的標準比例是1：10,00039，而其他發達城市或地區如倫敦則是約1：8,33340，澳洲

首都領地是約1：5,91741。

「我希望未來五至十年，有一啲基金資助青少年或者社會人士有需要時去睇臨床

心理學家或心理輔導，等佢哋唔使錢可以睇。因為我見到有好多人都有呢個需要，

不過礙於錢銀方面令佢哋尋求唔到一啲專業嘅協助。」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輔導訓練課程其實每年好多人畢業，但係好多社福機構就唔請，因為佢唔係一個

專業。其實佢哋好有用，可以處理到一啲好輕度嘅抑鬱症。依家佢哋搞極都搞唔到個

認證，所以啲求助人一般來自國際學校多啲。我問一個本地普通學生，知唔知邊度

可以睇到心理輔導，佢都答唔到我。」（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青年護士）

3.1.2.	青年生理健康情況令人擔憂

一、超重與過瘦問題日益顯著

在生理健康方面，近年青年的肥胖率和過瘦率都有上升趨勢。根據衞生署資料，香港中學生的超重和

肥胖的檢測率由2010至11學年的約18.0%，逐步升至2019至20學年的約22.0%高位，即每五名中學生，

就有一位超重42。而中一年級超重及肥胖學生比率，更由2018至19學年的20.9%上升至2020至21學年

的24.1%，是十年來的新高43。另外，中學生過瘦的檢測率亦由2010至11學年的4.1%持續上升至2018至

36	專注不足／過度活躍症（香港）協會、香港家庭教育學院（2019）。《就縮短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學童服務輪候時間的建議》。
取自https://www.adhd.org.hk/adhd16/web/upload/doc/1607adhd%20presentation_final%202019.1.21.pdf

3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	〈立法會十八題：學生的精神健康〉。《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4/P2021032400318.htm
38	政府統計處（2022）。〈表1B：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人口〉。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B#
39	陳章明（2017）。〈精神病患者需要的不只是藥物和治療〉。《平等機會檔案》。
	 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078.htm
40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2017).	Postcode	lottery	for	psychiatric	ca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cpsych.ac.uk/news-and-features/latest-news/detail/2017/09/11/postcode-lottery-for-
psychiatric-care

41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22).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Australi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ihw.gov.au/reports/mental-health-services/mental-health-services-in-australia/report-contents/
mental-health-workforce

42	衞生署（2017）。〈超重和肥胖〉。《健康統計數字》。
	 取自https://www.chp.gov.hk/tc/statistics/data/10/757/5513.html
43	衞生署（2021）。〈疫情下香港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情況〉。
	 取自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files/health_statu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in_hong_kong_
under_covid_19_pandemic.pdf

https://www.adhd.org.hk/adhd16/web/upload/doc/1607adhd%20presentation_final%202019.1.21.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3/24/P2021032400318.htm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B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078.htm
https://www.rcpsych.ac.uk/news-and-features/latest-news/detail/2017/09/11/postcode-lottery-for-psychiatric-care
https://www.rcpsych.ac.uk/news-and-features/latest-news/detail/2017/09/11/postcode-lottery-for-psychiatric-care
https://www.aihw.gov.au/reports/mental-health-services/mental-health-services-in-australia/report-contents/mental-health-workforce
https://www.aihw.gov.au/reports/mental-health-services/mental-health-services-in-australia/report-contents/mental-health-workforce
https://www.chp.gov.hk/tc/statistics/data/10/757/5513.html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files/health_statu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in_hong_kong_under_covid_19_pandemic.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files/health_statu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in_hong_kong_under_covid_19_pandemi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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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學年的5.5%，而在2019至20學年則輕微回落至5.2%44。青年的體重問題，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的

飲食、運動參與程度和作息時間等生活習慣未如理想。

二、缺乏足夠運動量

世衞及香港衞生署均建議5至17歲兒童及青少年應平均每天進行最少60分鐘中等至劇烈強度的體能

活動，每星期應進行最少三次強化骨骼和肌肉的帶氧運動45。然而，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2020年

研究指出，只有6.5%的香港學生達到世衞建議的標準，有22.5%的學生更是完全沒有參與運動，比

國際水平46的4.2%高出五倍47。年輕人運動時間不足與疫情有一定的關係，根據衞生署於2021年的調查

報告，逾五成半（56.8%）及六成半（65.2%）的受訪中學生較疫情前減少了日常體能活動量和日常

戶外活動量，主要原因包括公共運動設施關閉、在家運動的空間和類別選擇有限、對疫情恐懼而減少

外出，以及電子遊戲佔用時間⾧48。

不過除了疫情因素，綜合相關焦點小組的回應，受訪青年認為學業繁重、學校和社會對運動的重視程度

偏低，以及社區缺乏足夠體育設施，才是青年運動量不足較根深蒂固的原因。有受訪者表示學校大部分資源

都放在提升學生的學術成績，對體育不大重視，所以體育課時和設備都是不足。有些教師為催谷學生的

成績，更會利用體育課時間為學生補課或進行講座。根據教育局中小學《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在小學至初中階段，學校只要求分配總課時數的5至8%予體育課，高中階段則至少5%49。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於2014年發表的報告顯示，香港中小學生平均每週只有90分鐘體育課時，低於國際平均

100至103分鐘，亦明顯不及鄰近亞洲地方，如中國內地（105至135分鐘）、南韓（120至150分鐘）和

日本（116至150分鐘）50。

雖然有焦點小組的受訪者表示會在課餘時間儘量參與運動，但他們認為這難以持續，因為放學後仍要

忙於功課或溫習，一些緊張子女學業的家長更會加以催督。面對繁重的學業和激烈的競爭環境，學生

44	衞生署（2017）。〈過瘦〉。《健康統計數字》。
	 取自https://www.chp.gov.hk/tc/statistics/data/10/757/5514.html
45	世界衞生組織（2020）。〈身體活動〉。
	 取自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sheets/detail/physical-activity#:~:text=身体活动可改善整体,增加20%25至
30%25%E3%80%82

46	HBSC全名為「The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Study」，是由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統籌的跨國研究，
由1982年開始進行，現時有四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21）。〈「學童身心靈健康評估計劃	
(HBSC)」主測試	新聞發布會〉。

	 取自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HBSC_20210607_ppt.pdf）
47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21）。〈「學童身心靈健康評估計劃	(HBSC)」主測試	新聞發布會〉。
	 取自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HBSC_20210607_ppt.pdf
48	衞生署（2021）。〈疫情下香港兒童及青少年的健康情況〉。
	 取自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files/health_statu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in_hong_kong_
under_covid_19_pandemic.pdf

49	教育局（2017）。《體驗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PE/PE_KLACG_P1-S6_Chi_2017.pdf
50	Hardman,	Routen,	and	Tones	(2014)	UNESCO-NWCPEA:	World-wide	Surve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inal	Report	
2013,	pp.	7,	113,	114.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5250705_UNESCO-NWCPEA_world-wide_survey_of_school_
physical_education_final_report

https://www.chp.gov.hk/tc/statistics/data/10/757/5514.html
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HBSC_20210607_ppt.pdf
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HBSC_20210607_ppt.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files/health_statu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in_hong_kong_under_covid_19_pandemic.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covid19/files/health_status_of_children_and_adolescents_in_hong_kong_under_covid_19_pandemi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PE/PE_KLACG_P1-S6_Chi_2017.pdf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5250705_UNESCO-NWCPEA_world-wide_survey_of_school_physical_education_final_repor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65250705_UNESCO-NWCPEA_world-wide_survey_of_school_physical_education_final_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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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餘時間都儘量用於休息，做運動的重要性往往排到很低。因此，受訪者希望校方可以平衡學術成績

與運動兩者，增加體育課時，並讓學生有更大自主性探索感興趣的運動項目和提供足夠體育設備。這有助

促進青年身心健康和培養做運動的習慣。

「即係我讀書已經無乜時間可以讀好，咁更何況運動呢。我明白運動好重要，但真係

完全無足夠嘅時間兼顧呢樣嘢。」（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我覺得學校擺喺讀書方面已經好多資源，但係反觀我哋啲體育器材就真係破爛

到不得了。YouTube上邊都有好多學生街訪講學校嘅設施，佢哋九成人都係答好爛

好舊，例如啲羽毛球拍已經爛晒。睇得出學校呢方面投資唔夠。」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如果可以喺課堂度擺多啲做運動嘅時間，我覺得係好。同埋佢可以俾我哋揀到一啲

自己想做嘅運動，唔駛跟一個死板嘅安排，咁可以培養學生嘅興趣，令到香港

嘅運動更加多元化。」（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在社區體育設施方面，受訪者指本地缺乏足夠吸引和方便的體育設施，過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

康文署）的運動場地長期被用滿，難以預約；而且普遍遊樂設施設計千篇一律，對年輕人而言並不吸引。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下稱「準則」）中列明的康樂用途建築物的供應標準51，體育中心是

每50,000至65,000名居住人口設置一個，運動場則每200,000至250,000名居住人口設置一個。然而，

康文署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1年，全港共有102個體育館和25個運動場52，當然每區情況不同，但粗略

以2021年年中人口數字7,394,700人推算53，目前平均一個體育館服務逾7萬人（72,497人）、一個運動場

服務近30萬人（295,788人），兩者的實際服務人口均超出「準則」的要求，故造成供不應求的情況。

疫情肆虐前，康文署轄下的運動場館經常爆滿，供不應求的情況令「黃牛黨」炒賣場地的亂象叢生54。

青年的經濟能力普遍較成年在職人士薄弱，相對無力負擔昂貴的炒價，往往成為「黃牛」風氣下首當

其衝的受害者。

「香港根本沒有足夠土地，我哋想玩板球但都無地方玩。當我哋喺公眾地方玩又會

被人投訴，所以無玩了55。」（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少數族裔中學生）

51	 規劃署（2015）。〈第四章：康樂、休憩用地及綠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香港：規劃署。
	 取自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pdf/ch4.pdf
52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21）。〈統計數字報告：康體設施〉。
	 取自https://www.lcsd.gov.hk/tc/aboutlcsd/ppr/statistics/leisure.html
53	政府新聞網（2021）。〈本港年中人口逾739萬〉。
	 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8/20210812/20210812_163730_419.html
54	劉彥汶（2021）。〈本港年中人口逾739萬〉。《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618347/炒場-加重罰則-治標不治本-政府了解問題根本嗎
55	受訪者用英文表達，內容由研究員翻譯為中文。

https://www.pland.gov.hk/pland_tc/tech_doc/hkpsg/full/pdf/ch4.pdf
https://www.lcsd.gov.hk/tc/aboutlcsd/ppr/statistics/leisure.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8/20210812/20210812_163730_419.html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618347/炒場-加重罰則-治標不治本-政府了解問題根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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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家香港啲遊樂場俾我嘅感覺係退化緊，以前細個去係好想玩嘅，但依家

可能因為安全問題，啲設計變到好保守同一式一樣。外國例如丹麥嗰邊佢哋首先

喺河邊，地下會有彈床，大人細路都會好想去玩。我覺得我哋啲康樂設施要諗吓

點樣可以吸引人去用，而唔係俾人覺得淨係俾老人家或者係好細個嘅小朋友去玩。」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三、缺乏足夠睡眠時間

在參與討論身心健康課題的焦點小組中，絕大多數受訪青年表示他們的睡眠時間長期不足，主要是因為

工作和學業繁忙，有部分受訪者表示是因為生活各種壓力而有失眠的狀況。參考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

中心的建議，6至12歲學童每天應睡9至12小時，13至18歲青少年每天應睡8至10小時56。可是香港

遊樂場協會於2018年的調查發現，6至12歲香港學童平均每天的睡眠時數只有7.9小時，當中有逾六成半

睡眠不足九小時（66.2%），而13至18歲青少年平均每天更只有7.0小時睡眠，同樣有逾六成半不足

八小時（67.5%），兩者皆不達建議標準。另外，有近兩成半19至24歲青年每天睡眠時間少於六小時

(24.8%）57，低於成年人建議睡眠時間的下限（每晚至少七小時58）。睡眠不足除了會影響青年的精神

健康，更會增加其他疾病如罹患心臟病或中風等心血管疾病的風險59。

「作為一個高中學生，讀書已經佔好多時間，同埋自己都算參加得比較多課外

活動。我想講我嘅睡眠時間好多時都可能維持喺每日三至四個鐘左右。仲要我返到

屋企真係完全無瞓過晏覺，所以當我一攤到上張床，我就即刻可以瞓到。」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四、青年濫藥問題漸趨嚴重

根據禁毒常務委員會的統計數據，過去幾年21歲以下被呈報吸食毒品的人數不斷上升，數字由2018年

的477名上升至2021年的873名，升幅逾八成60。在2021年21歲以下被呈報的人數中，學生只佔了

43.4%，反映有約一半已沒有繼續學業（全職／散工／兼職人士佔27.6%；失業人士佔20.2%）。究其

原因，最多吸毒青年表示是因為受同輩朋友影響或想和他們打成一片（54.4%），其次是想解悶或因為

情緒低落和壓力（39.4%）61。

56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7).	How	Much	Sleep	Do	I	Nee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dc.gov/sleep/about_sleep/how_much_sleep.html
57	香港遊樂場協會（2018）。〈香港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發佈會2018〉。
	 取自https://hq.hkpa.hk/document/press/Report香港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2018(final).pdf
58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7).	How	Much	Sleep	Do	I	Nee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dc.gov/sleep/about_sleep/how_much_sleep.html
59	張美蘭（2018）。	〈中大研究指本港四成青少年睡眠不足　增患心血管病風險〉。《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12513/中大研究指本港四成青少年睡眠不足-增患心血管病風險
60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2022）。〈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首次／曾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
	 取自https://www.nd.gov.hk/statistics_list/doc/tc/t2.pdf
61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2022）。〈按年齡組別及活動狀況劃分的首次／曾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
	 取自https://www.nd.gov.hk/statistics_list/doc/tc/t5.pdf

https://www.cdc.gov/sleep/about_sleep/how_much_sleep.html
https://hq.hkpa.hk/document/press/Report香港青少年生活狀況調查2018(final).pdf
https://www.cdc.gov/sleep/about_sleep/how_much_sleep.html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12513/中大研究指本港四成青少年睡眠不足-增患心血管病風險
https://www.nd.gov.hk/statistics_list/doc/tc/t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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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留意的是，大麻近年在年輕人之間成為越來越常見的毒品種類。被呈報吸食大麻的21歲以下人士

佔該年齡層整體吸食毒品的人數由2018年的33.6%，持續上升至2021年的55.8%，其比例在2019年

超越了可卡因，成為眾多危害精神毒品類別之首62。2020年香港青年協會（下稱青協）的調查就發現

有不少青年對大麻存在誤解。當中有逾三成半受訪青年認為「大麻對大腦的傷害少過煙酒」（35.7%）、

逾三成認為「外國有部分國家推行合法化，所以大麻帶來的傷害應該不大」（32.6%）、逾兩成半不同意

「大麻是毒品」（27.2%）。另外，有七成多受訪青年認為香港對大麻的教育不足（76.5%）63。加上

社交媒體的普及和抗疫疲勞等因素，不少青年藉此在網上接觸和購買毒品64。

3.1.3.	學校性教育效能成疑

一、欠缺性教育指引和政策

有受訪者指出現時政府缺乏清晰的性教育指引，導致不同學校的性教育情況十分參差。MWYO於2021年

的研究便發現，學校仍參考政府分別於1997年及2008年出版的《學校性教育指引》及《新修訂德育及

公民教育課程架構》兩份不合時宜的文件。至於2021年出版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中雖有提及

性教育，但着墨不多。學校欠缺官方指引，難以有系統地設計性教育課程及規劃在哪些年級應該教授

甚麼課題。此外，現時性教育以校本方式進行，但不少學校並沒有就此制訂明確的性教育政策，增加了

在校內系統性地推動性教育的難度，亦難以基於學生需要而設計課程65。

「可能係因為依家無一個好清晰嘅指引，究竟乜嘢要教，乜嘢唔使教。因為我仲有個

細佬，我哋會討論關於課堂上面嘅性教育，我發覺好似每間學校教嘅都唔一樣。就算

我自己讀女校，教嘅老師都係女仔，但佢都好似講得好隱晦，好似好尷尬咁。所以

我覺得要有好清晰嘅指引，同老師講要教啲乜嘢，咁先可以突破到文化上面嘅禁忌。」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二、學校性教育課程落後

綜合相關焦點小組的意見，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現時學校的性教育不足和所教授的內容未能滿足他們的

需要。他們指學校很多時只教授青春期生理上的變化和從理論層面講述兩性關係，但他們希望了解更多的

是實際兩性相處技巧、安全性行為知識和使用交友軟件或在社交平台認識異性要注意的地方等，惟這些

內容都是學校所忽略的。有些學校更可能因宗教背景緣故而相對保守，視討論性愛是一件尷尬的事，

62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2022）。〈按年齡組別及常被吸食毒品種類劃分的首次／曾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
	 取自https://www.nd.gov.hk/statistics_list/doc/tc/t3.pdf
63	香港青年協會（2020）。〈新聞稿：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公布「青少年對大麻的認知及態度」調查報告〉。
	 取自https://ycp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80/2020/08/新聞稿_公布「青少年對大麻的認知及態度」調查報告.pdf
64	黃詠榆（2020）。〈調查：兩成受訪青年曾食大麻　機構指網上購買成新趨勢籲加強教育〉。《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15996/調查-兩成受訪青年曾食大麻-機構指網上購買成新趨勢籲加強教育
65	陳朗軒、陳宇謙（2021）。《兩性關係及性教育調查報告》。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https://www.nd.gov.hk/statistics_list/doc/tc/t3.pdf
https://ycp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80/2020/08/新聞稿_公布「青少年對大麻的認知及態度」調查報告.pdf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515996/調查-兩成受訪青年曾食大麻-機構指網上購買成新趨勢籲加強教育
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28	 3.	身心健康

甚至是禁忌。不過有小部分受訪者滿意學校提供的性教育課程，原因是校方經常邀請非政府組織在課堂

時間進行講座，而且講座內容多元（如曾邀請跨性別人士作分享）和教授方法有趣。這些學校相對積極

讓學生討論和認識不同方面的性議題。

「我記得通識堂嘅時候，老師係有講兩性關係，但係就好理論式咁講拍拖包括

激情、親密、承諾咁就算。呢個係一個好唔人話嘅方式去教你。即係一啲實際點樣

相處，或者點樣對待性行為，同埋類似交友軟件呢啲，我自己喺學校無得到任何

資訊。」（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其實好睇本身嗰間中學嘅心態係點樣。因為我間中學比較開放啦，都會請一啲機構

嚟分享變性人嘅議題。唔靠呢啲講座，我自己本身都唔識任何變性人。但係如果有啲

學校好保守嘅，咁就可能喺性教育方面落後啲。」（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突破機構於2018年的調查亦反映，近七成受訪青年認為在中學階段所接受的性教育不足夠或非常不足夠

(69.6%）。雖然最多受訪者表示在中學所學的性知識主要來自老師（46.3%），可是近六成受訪者認為

他們的中學老師沒有足夠知識、技巧和心態教導性教育課（58.5%）66。

三、青年性觀念有明顯差別

MWYO於2021年的調查更發現不同性別和級別的學生性觀念有明顯分別，不少男生對性許可的態度有

偏差。有25%高中男生和22%初中男生同意「戀愛時，其中一方即使不情願，亦應滿足另一方對親密

行為的要求」，比率遠比高中女生（9%）和初中女生（14%）高。而對於裸聊、拍攝性愛短片和交換

裸照，無論是初中生或高中生，接受程度也是問卷提及的各種行為中排名最低。然而，各有約兩成高中

男生接受自己做出這三種行為，比率高於其他群組。調查也發現，有79%初中生和89%高中生指出

如果發生性行為，自己或性伴侶會使用男用安全套。不過，分別有29%初中生和35%高中生指出自己

或性伴侶會使用安全期作為避孕措施，亦有33%初中生和34%高中生指出自己或性伴侶會使用體外射

精方式避孕；這都顯示出他們的性教育不足67。

3.1.4.	青年應對網絡世界風險的能力不足

一、學校課程未能裝備青年足夠的媒體素養和能力

綜合討論身心健康的焦點小組意見，受訪者認為目前青年應對網絡世界風險的能力不足。他們指網絡

科技普及發達，青年很容易沉迷網絡世界。加上香港訊息自由流通，年輕人有很多機會接觸四方八面的

66	突破機構（2018）。〈香港性教育對學生的影響〉。
	 取自https://ir.breakthrough.org.hk/wp-content/uploads/2020/11/Figure_SexEd_Final.pdf
67	陳朗軒、陳宇謙（2021）。《兩性關係及性教育調查報告》。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https://ir.breakthrough.org.hk/wp-content/uploads/2020/11/Figure_SexEd_Final.pdf
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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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雖然這有助他們吸收知識，但他們分辨資訊真偽的能力有限，有機會誤信虛假訊息而導致價值觀

扭曲，甚至成為網絡罪行的受害人或加害者。可惜，現時學校沒有足夠和最新的課程內容提升學生媒體

素養和操守。

青協與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在2020年的調查顯示，有近八成受訪中學生認為越來越多失實資訊在流傳，

其中以社交媒體上的最多（78.3%）。其次，逾兩成受訪者會轉發未經證實的資訊（22.4%），近半受訪者

確認收到虛假新聞後會選擇「不予理會」（48.4%）。最後，超過六成半受訪者認為學校應培養學生的

媒體和資訊素養（68.7%）68。

「年青人可以從網絡認識唔同嘅知識，但佢哋對於真假資訊嗰個分辨能力有限。特區

政府會唔會之後有機會可以引導年青人享受到網絡自由，同時有一套正確嘅價值觀

觀念，教佢哋去判斷到底嗰件事係真係假。」（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始終網絡世界發展咁快啦，譬如炒Bitcoin咁，當政府真係覺得要教，都已經

係幾年後。可能青少年自己已經喺網度學呢啲知識，分分鐘仲熟過個老師。所以學校

應集中訓練同學嘅技能為主，例如要分辨訊息嘅真偽，咁對學生會比較更加有用。」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二、青年過度使用電子產品的情況日益嚴重

根據衞生署的統計資料，每天平均用於上網的時間三小時以上的中學生和小學生比例，分別由2014年的

30.3%和3.2%上升至2017年的33.9%和13.1%69。香港大學於2022年發布的研究顯示，中小學生每天

使用電子產品超過三小時，出現打機成癮的比例顯著較高，而且青年越沉迷打機，接觸網絡欺凌經歷也會

越多。有關研究更指，過度使用電子產品可導致年輕人的生理、心理社交及精神健康狀況變差70,71。

三、青年成為網絡犯罪受害者的機會很大

不少年輕人更偏好使用社交媒體。立法會文件顯示，2014至2018年間10至24歲青年的社交媒體參與率

維持在92.0%至95.0%之間，是所有年齡層中最高。在2018年，平均每星期用於社交媒體的時間最多

的為15至24歲青年（17.7小時），其次是25至34歲群組青年（17小時）。值得留意的是，社交媒體

騙案及損失金額由2013年的261宗和5,000萬元（港元，下同），上升約十倍至2018年的2,064宗和

68	青協全健思維中心（2020）。《「青少年對失實資訊的意見」問卷調查》。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取自https://hkfyg.org.hk/en/2020/08/20/factchecking-2/
69	衞生署（2019）。〈成長數碼化：兒童使用屏幕媒體概況〉。
	 取自https://www.chp.gov.hk/files/pdf/ncd_watch_march_2019_chin.pdf
70	衞生署（2019）。〈成長數碼化：兒童使用屏幕媒體概況〉。
	 取自https://www.chp.gov.hk/files/pdf/ncd_watch_march_2019_chin.pdf
71	 曹蘊怡、Frank	Reichert、葉柏強、羅陸慧英、吳嘉揚、劉麗薇、傅景華、黃慶生（2022）。〈港大數碼公民研究發現提升兒童和
青少年的數碼能力可減低打機成癮的風險〉。

	 取自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24036.html

https://hkfyg.org.hk/en/2020/08/20/factchecking-2/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ncd_watch_march_2019_chin.pdf
https://www.chp.gov.hk/files/pdf/ncd_watch_march_2019_chin.pdf
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240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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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億元，而在社交媒體涉嫌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個案亦由16宗急增至212宗。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在2019年

6月至10月期間，就收到超過2,500宗與「起底」和網絡欺凌有關的個案，牽涉13個社交媒體平台和

討論區，以及2,145條連結72。

另外，青年參與非法網上賭博的情況嚴峻。亞洲防癮學會與香港明愛專上學院於2019年的調查發現，

逾一成的大專學生（11.3%）和近一成的中學生（9.0%）曾參與網上非法賭博，當中涉及的賭博金額平均

每月約1,900元，較參與合法賭博的學生注碼為多（150元）。調查亦指，賭博損害學生的身心健康，當中

有近兩成曾參與非法賭博的學生反映曾擔憂會影響學業成績（36%）和惹官非（18%），逾四成半表示

出現失眠症狀（46%），以及18%指造成經濟壓力和欠債問題73。

3.1.5.	預防青年犯罪的工作支援不足

由於青年犯罪成因複雜，本節將先集中討論傳統被社會定義為最大機會犯罪的青少年，他們普遍被視為

「邊緣化」和屬於犯罪高危的群組，簡稱「邊青」。他們與2019年因參與社會事件而被捕的青年（將於

「第八章：社會關係重建」詳細討論）在犯罪動機和所需的應對手法上有明顯分別。邊青通常有不愉快

的在學經驗，其學業成績或操行會較差，有些甚至中途退學或輟學，與成長時期的身心健康關係密切；

其犯案種類較常涉及盜竊、毆打、刑事毀壞和販運毒品等74。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犯罪問題不應單看

犯罪率來判斷其嚴重性，有關焦點應放在青年的特性與行為上75，並因應他們面對的困難作出預防和

支援措施。然而，MWYO於2020年發表的《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報告

指出，目前有關預防和支援工作仍有以下挑戰76。

一、主流學校在預防角色上出現缺口

主流學校本應是成本較低，而且能接觸最多邊青，預防他們犯罪的最有效場所。然而，綜觀現今學校的

教育政策，未見有專為邊青而設的大規模計劃。再者，傳統學校大多偏重學科教學、教學模式流於

單一、沒有空間讓邊青發展興趣及才能、沒有顧及他們長遠的人生發展及目標、忽略與學生建立關愛的

關係和正面的自我價值等。這種學習環境未能切合邊青的成長需要，不能因材施教，結果他們更容易

出現挫敗感、不專心上課、逃學，以至輟學。已離開學校的邊青，自然不能再靠學校做到甚麼，這時

就需要非政府組織支援，但已經難以大規模兼顧眾多邊青，只能抱着「救得一個得一個」的心態。

72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香港的社交媒體使用情況》。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5-social-media-usage-in-hong-kong-20191212-c.pdf	
73	東網（2020）。〈約10%青年學生曾網上非法賭博　每月賭1900元經濟壓力增〉。
	 取自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1212/bkn-20201212173014159-1212_00822_001.html
74	黎卓然（2020）。《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details.php?id=75&page=1
75	社會問題研究推動委員會（1999）。〈青少年犯罪形成歷程的學校因素探討〉。《台灣社會問題研究學術研討會》。台灣：中央
研究院

76	黎卓然（2020）。《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details.php?id=75&page=1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5-social-media-usage-in-hong-kong-20191212-c.pdf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1212/bkn-20201212173014159-1212_00822_001.html
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details.php?id=75&page=1
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details.php?id=7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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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育學校在收生上出現限制

群育學校主要靠主流學校轉介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理論上可減輕主流學校應對邊青的工作量，

亦可讓有需要的學生得到更適切的教育，但是他們現時存在收生不足的問題。根據審計署的數據，在

2018至19學年，本港八所群育學校每所的收生率只介乎40.0%至74.0%之間77，出現這現象不是因為

需求少，而是學校間有爭奪資源的現象，主流學校普遍不太願意轉介學生給其他學校78。另外，家長

抗拒也是重要因素，不少家長會堅持子女留在主流學校就讀，導致報告發表前五年間約2,000宗轉介

申請中，平均有四分之一被撤回或沒有入讀，而收生數字由2008年的770名逐年下降至2018年的

614名79,80。收生不足涉及學校間的角力和社會對群育學校認受性的問題，難以立即解決。

三、非政府組織在支援持續時間上的限制，使到其果效難以延續

現今的非政府組織為了支援邊青，需要動用很多資源，主動周圍尋找他們的足跡，繼而給予適當的

服務，成本會比學校為高。如果他們進入學校舉行活動，則有持續時間上的限制，可能一星期只舉辦

數小時的活動，很難與學生建立關係，亦有機會因學生被標籤而造成反效果。相反，在中心舉辦的活動

可避免造成反效果，但同樣未能解決邊青回到學校後，大部分時間要面對主流教育模式的負面影響。

3.2.	發展目標
2015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就訂下了「確保健康生活並促進各年齡段所有人的福祉」

目標，當中自然包括青年群組。有關議程更提到享有健康與福祉是一項人權，各國政府要確保每一個人，

不論是富有或貧窮，都能獲得最高水準的健康及醫療保健，它對建設繁榮社會非常重要81。在此理念

下，藍圖將致力讓香港青年獲得健康與福祉，並按照當前他們在身心健康上面對的主要挑戰，制訂以下

目標：

•	營造快樂成長環境，改善青年精神健康

•	培養青年健康生活習慣，提升體質健康水平

•	完善性教育課程，確保內容符合青年實際需要

•	提升青年應對網絡世界風險的能力，加強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	防止高危青年演變成邊青，讓他們踏上更有意義的人生道路

77	香港審計署（2019）。〈第5章、教育局、勞工及福利局及社會福利署：特殊教育〉。
	 取自https://www.aud.gov.hk/pdf_ca/c73ch05.pdf
78	頭條日報（2019）。〈主流校SEN支援增	群育學校空缺率高企〉。	
	 取自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5515135-主流校sen支援增-群育學校空缺率高企
79	頭條日報（2019）。〈主流校SEN支援增	群育學校空缺率高企〉。	
	 取自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5515135-主流校sen支援增-群育學校空缺率高企
80	政府統計處（2019）。《香港統計年刊：第12節教育》。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1232019AN19B0100.pdf
81	 聯合國（2022）。〈目標3：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齡段人群的福祉〉。
	 取自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health/

https://www.aud.gov.hk/pdf_ca/c73ch05.pdf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5515135-主流校sen支援增-群育學校空缺率高企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5515135-主流校sen支援增-群育學校空缺率高企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0101232019AN19B0100.pdf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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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營造快樂成長環境，改善青年精神健康

要促進青年精神健康，歸根究底仍要從他們的壓力來源着手，塑造一個愉快正面的成長環境。青年生活

大部分時間圍繞着校園、家庭和社區，故應先從這三大層面建立青年友善的環境。至於針對現有的青年

精神健康問題，政府應多管齊下，加強精神健康教育、及早識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年輕人，並且完善

目前的精神健康醫療系統。

一、從校園、家庭和社區營造愉快成長環境

a.	建立正面的校園學習氣氛

綜合焦點小組資料和社會不同意見，不少青年的壓力來源是沉重的學業負擔。現時的教育體系和

社會氛圍令他們感到學術成績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或主要指標。當局除了應從根源上檢視教育制度

的問題，同時應聯同教育界致力為年輕人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鼓勵正面多元的校園文化，給予

學生不同機會獲得成功和被肯定的經驗。（有關從教育層面促進青年身心健康，詳情請參閱

「第四章：教育、4.1.1.學生學業壓力過重，以及4.2.1.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部分）。

b.	要給予足夠的家庭支持

家長應在保護子女和給予他們成長空間兩者間取得平衡。過分催逼子女學習和為他們規劃所有

個人發展，有機會令青年承受過高壓力或變得過分依賴家長。相反，對子女缺乏關懷不但會使

他們感到孤獨，更有機會令他們面對情感、人際關係以至環境轉變的挑戰時沒有適當引導而誤入

歧途。因此，家長應給予子女適當的私人空間和成長探索機會，讓他們學會獨立；同時給予他們

情感上的支持，即使子女未能達到自己的期望，也應加以理解和包容，讓青年在成長路上不感

孤單。此報告內不同章節，會倡議各持份者可如何為家長提供支援。

c.	營造共融活力的社區

社區是青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立緊密的朋輩和社區網絡是促進青年幸福感、健康感

和社會信任度的重要一環82。學校、社區組織、非政府機構和不同制服團隊應致力製造機會鼓勵

青年參與更多社區活動或聯校活動，讓他們擴闊社交圈子、裝備各種技能，培養生活興趣。這些

活動應儘量給予更多空間由青年主導，以助他們建立自我效能感，透過參與活動時分擔責任，

領會到努力換取的成果，對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83。就如何加強青年的社區活動參與，可參閱

「第六章：公民參與」部分。

82	香港浸會大學（2019）。〈構建青年社區網絡平台			為香港青年社群建立向上流動機會〉。
	 取自http://sosc1.hkbu.edu.hk/tempfiles/Platform%20Communities_full_Chi.pdf
83	郭東旺（2021）。《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	從地區開始》。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096064wRBF.pdf

http://sosc1.hkbu.edu.hk/tempfiles/Platform%20Communities_full_Chi.pdf
https://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096064wRB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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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精神健康教育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於2020年的研究報告，有75%的精神疾病在25歲或之前開始出現，有50%更是在

15歲前就已經成形84。因此，兒童及青少年階段是及早介入促進精神健康和預防相關疾病的重要時機。

a.	定期檢視課程中情緒與抗逆能力教育的成效

過去教育局主要在「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透過「個人與群性發展」範圍勾劃出與

身心健康相關的學習重點，包括情緒與抗逆能力教育。然而這部分所佔的比重有限，主要只集中

於小學階段的常識科和初中階段的生活與社會科85。2021年，當局推出《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其中加強了生命教育部分，包括了解生命的意義、積極面對挑戰和逆境、珍惜和尊重生命等。

此課程主要以校本形式推行，透過不同學科、班主任課、德育課，以及課堂外的活動等全方位

方式教授86。為確保學校有效推廣生命教育及情緒與抗逆能力教育，當局應定期進行評估（如

每兩年一次），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和教學情況，並適時更新課程內容及指引。

b.	推動實驗式學習活動

校方在推行德育及公民教育或價值觀教育時，應善用生命教育課、班主任課、早會及全方位學習

活動等推動更多創新方法紓緩學生的壓力，例如舉辦靜觀（Mindfulness）或冥想（Meditation)

工作坊，增強學生的心理健康及專注力。這方面學校可以邀請具推廣經驗的非政府機構或學術

團隊合作。		

c.	在生涯規劃中注入社交和情感教育

現時的生涯規劃由教育局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主理，當中提供了詳盡和最新的升學及就業資訊。

可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30未來技能」（Skills	for	2030）報告指出，社交和情感技能（如

情緒穩定、自制能力和堅毅）在職場和學習環境中日趨重要87，而這部分在目前生涯規劃教育中

卻略顯匱乏。因此，建議當局在目前的《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中增加培養青年未來發展

技能的元素，尤其是社交和情感技能部分。相比起課程中的情緒與抗逆能力教育以認識和鞏固

青少年正面性格為主，這裏應更着重強化技能部分，協助他們應對21世紀各式各樣的挑戰，為

青年的生涯發展奠定健康的基礎。

84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A	Global	Framework	for	Youth	Mental	Health:	Investing	in	Future	Mental	Capital	for	
Individuals,	Communities	and	Economi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Youth_Mental_Health_2020.pdf
85	課程發展議會（2017）。《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PSHE_KLACG_P1-S6_Chi_2017.pdf
86	課程發展議會（2021）。《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alue%20Education%20
Curriculum%20Framework%20%20Pilot%20Version.pdf

87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OECD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2030:	Conceptual	
Learning	Framewor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teaching-and-learning/learning/skills/Skills_for_2030_concept_
note.pd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Youth_Mental_Health_2020.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PSHE_KLACG_P1-S6_Chi_2017.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alue%20Education%20Curriculum%20Framework%20%20Pilot%20Versio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alue%20Education%20Curriculum%20Framework%20%20Pilot%20Version.pdf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teaching-and-learning/learning/skills/Skills_for_2030_concept_note.pdf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2030-project/teaching-and-learning/learning/skills/Skills_for_2030_concept_no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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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加強宣傳現有的精神健康資訊

教育局於2021年8月推出的「校園·好精神」一站式學生精神健康資訊網站，當中清晰闡述了學校

可如何從「普及性」、「選擇性」及「針對性」三個層面支援學生精神健康的策略。網站亦為教師、

家長和學生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指引應對精神健康問題88，惟參與焦點小組討論的中學生表示青年

對這些資料亦沒有多大印象，而且遇上問題時不會主動找學校社工或老師協助。建議當局和學校

加強宣傳「校園·好精神」網站的功能和主動尋求協助的重要性，讓更多青年和家長受惠。

事實上，過去幾年不少項目或網站如「好心情@學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陪我講」和

「衞生署–YOUTH	CAN」致力推廣精神健康意識和去除負面標籤。這些項目應在校園多加

推廣之餘，當局應設法提升其網絡能見度，例如主動到受青年歡迎的社交媒體和討論區宣傳，

並邀請網絡紅人或頻道拍攝短片。目前政府一站式青少年網站「Youth.gov.hk」設有升學就業、

政府空缺職位、創業和社區參與等資訊欄，卻沒有任何關於身心健康的專題範疇。建議當局開設

身心健康一欄，分享上述項目和網站的內容，讓青年在閱覽其他青年資訊時，也有機會接觸到與

精神健康相關的資訊，加強其普及程度和預防精神疾病的功能。

三、及早識別有精神健康問題的年輕人

a.	促進教師培訓

教育局自2007至08學年起推出融合教育教師專業發展架構，為教師提供基礎、高級及專題

課程（三層課程)」的培訓，以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89。為了加強教師培訓的完整性，當局在

2021至22學年將「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整合於有系統的「三層課程」內90；與此同時，

局方為學校訂定了新的培訓目標，即在2026至27學年完結時，每所公營普通學校應最少有80%

的教師完成基礎課程、有20%的教師完成高級課程，以及有25%的教師完成專題課程。而

截至2020至21學年，有近四成半的公營普通小學教師（43%）和近三成半的公營普通中學教師

(33%）已完成30小時或以上的特殊教育培訓91,92。未來數年，學校應致力鼓勵更多教師接受三層

課程，尤其是「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的培訓，加強他們對精神健康的關注，並提升其識別

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專業知識和能力。	

88	教育局（2021）	。〈全校參與模式〉。
	 取自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whole-school-approach/index.html
89	教育局（2021）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教師持續專業發展〉。《教育局通告第10/2021號》。
	 取自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1010C.pdf
90	教育局（2021）	。〈教師專業發展〉。
	 取自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structured-training-for-teachers.html
91	 有關百分數須待舉辦「三層課程」的大學完成所有參與教師的評核工作後才可確定。（教育局（2021）	。〈教師專業發展〉。
	 取自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structured-training-for-teachers.html
92	教育局（2021）	。〈教師專業發展〉。
	 取自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structured-training-for-teachers.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whole-school-approach/index.html
https://applications.edb.gov.hk/circular/upload/EDBC/EDBC21010C.pdf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structured-training-for-teachers.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structured-training-for-teachers.html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professional-development-of-teachers/structured-training-for-teach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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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MWYO於2021年關於教育科技的研究發現，有本地初創企業留意到學校的師生比例高，

學習過程單向，特意設計軟件照顧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包括加設遊戲化元素，提升學生學習

的專注度；系統並會適時發問，了解他們的學習或情緒需要。當時已有逾150家本地學校使用

這軟件93。因此，除了透過教師培訓，校方也可善用科技，主動物識市場上有關產品，協助教師

識別學生情緒，在有需要時提供適當的支援。

b.	加強家長教育宣傳

現時網絡上有大量家長教育的資源，包括「校園·好精神」網站和社會福利署的「快樂孩子

約章」等，但從相關焦點小組訪談中得悉，仍有不少受訪者的家長不清楚有這類資訊或理解其

重要性。因此，當局應加強宣傳工作，務求讓更多家長了解不同教育子女的要點。例如與學校

合辦家長講座或工作坊，亦可透過定期發出的家長通訊（包括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向家長發放

資料。其次，除了學校，職場亦是另一個推廣家長教育的重要渠道。有些家長因為工作繁忙而

未能參與學校活動或加入家長教師會，成為了「隱蔽」家長94。建議政府增撥資源，一方面支援

更多非政府組織透過職場為家長提供有關子女精神健康的教育；另一方面為企業提供足夠誘因，

鼓勵它們參與相關的職場家長教育活動。這方面可由政府部門或其他公營機構帶頭推行，繼而

推動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大型機構，以至中小企業共同參與。

c.	制訂中、小學階段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加入精神健康元素

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於2019年的報告就建議當局制訂一套家長教育課程架構或課程

指引，以配合不同階段家長的需要和以多元化的形式推行95。在這方面，當局或相關設計機構

應在課程中加入親子精神健康元素。雖然目前教育局新編訂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

包含「促進兒童健康、愉快及均衡的發展」範疇96，但卻未見小學和中學階段的部分。當局應儘快

制訂相關課程架構，並針對小學和中學階段學生的精神健康需要，推出相應的家長教育內容。

d.	鼓勵青年參與朋輩支援網絡

在識別和跟進精神健康問題上，朋輩的角色與老師和家長同樣重要。有研究指出，青年面對

精神健康問題時，大部分人最先會找朋友傾訴和幫助97，反映他們對朋輩的信任度較高。現時

不少中學或非政府組織均設有朋輩支援服務或小組，例如教育局的「學生守護大使計劃」98和

93	黃樂謙（2021）。《善用本地科技	應對教育挑戰》。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mwyo.org/tc/opinion_details.php?id=73
94	「隱蔽」家長指某些家長因不同的原因不參與學校為家長舉辦的活動，亦不與學校溝通。
95	家校合作及家長教育專責小組（2019）	。《正向家長助成長		跨界合作齊創新》。
	 取自https://www.e-c.edu.hk/doc/tc/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education_reports/Report_TF%20on%20HSC_tc.pdf
96	教育局（2021）	。《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www.parent.edu.hk/docs/default-source/kg-curriculum-framework-on-parent-education/curriculum_framework_
on_parent_education_kg_chi.pdf?sfvrsn=422a18b3_4

97	呂諾君（2022）。〈自殺、吸毒情況增　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31102/自殺-吸毒情況增-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
98	教育局（2021）	。〈學生守護大使計劃〉。
	 取自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support-programmes/peer-power-student-gatekeeper-training-programme.html

https://mwyo.org/tc/opinion_details.php?id=73
https://www.e-c.edu.hk/doc/tc/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education_reports/Report_TF%20on%20HSC_tc.pdf
https://www.parent.edu.hk/docs/default-source/kg-curriculum-framework-on-parent-education/curriculum_framework_on_parent_education_kg_chi.pdf?sfvrsn=422a18b3_4
https://www.parent.edu.hk/docs/default-source/kg-curriculum-framework-on-parent-education/curriculum_framework_on_parent_education_kg_chi.pdf?sfvrsn=422a18b3_4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31102/自殺-吸毒情況增-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
https://mentalhealth.edb.gov.hk/tc/support-programmes/peer-power-student-gatekeeper-training-program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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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的「在社區精神康復服務單位推行朋輩支援服務」99。當局和學校應積極鼓勵更多

年輕人參與，並在不同青年活動中儘量加入朋輩支援元素，讓參加者在一個正面的環境中互相學習

和影響。此做法有助讓青年不再感到參加活動等同求助，為活動去除負面標籤。參加青年透過在

朋輩支援小組中的溝通，有時甚至帶領小組討論，亦能培養他們的社交和情緒能力和促進友誼。

四、完善精神健康醫療系統

a.	提升精神專科服務量和人手

面對龐大的精神健康服務需求增長，當局長遠必須增加精神科專科護理的資源、服務量和

人手，包括為兒童和青少年提供精神科診所、精神科醫生、護士、職業治療師和臨床心理學家

等。事實上，食物及衞生局（下稱食衞局）於2017年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

報告》就為醫生、精神科護士和職業治療師等共13個醫療專業進行人力推算，發現除了精神科

護士人手在短期內大致平衡，醫生和職業治療師均為人手短缺100。由於這份報告比較集中討論

整體醫療人力規劃，故未見有針對精神科專業的人力需求（如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學家）進行

分析。因此，建議局方可考慮就精神科專業的人力需求方面，進行長遠人力需求估算，並制訂

具體應對措施，讓病情較複雜和需要住院的病人得到深切治療和危機介入服務。

b.	促進公私營精神科服務分流

為減輕公立醫院精神科負擔，當局應制訂措施提升公私營精神科服務分流效率。與此同時，考慮

到私營醫療機構的服務費用對來自基層家庭的青年而言難以負擔，政府應提供財政支援讓他們及

早得到適切治療。

i.	檢視目前的精神健康保險服務

透過保險涵蓋精神疾病是鼓勵更多病人尋求私家醫院治療的有效方法之一。可是現時市面

大量醫保計劃均沒有覆蓋精神疾病範疇。由食衞局制訂的自願醫保計劃只包含每年最少

三萬元的精神科住院治療賠償101，換句話說，病人如果只是求助日間門診或心理輔導等，

若不涉及住院就很可能不獲承保。因此，建議政府除了研究把自願醫保計劃中精神科

疾病保障範圍擴展至精神科門診或心理輔導服務外，還應進一步研究有關醫保計劃沒有

涵蓋精神疾病的原因，並提供誘因鼓勵業界普及對精神疾病的保障。

ii.	設立配對基金，資助青年獲取私營精神科治療

目前有些社會服務機構與大型企業合作推出資助計劃，協助有需要的青年尋求私營精神科

99	新生精神康復會（2022）。〈朋輩支援服務〉。
	 取自https://www.nlpra.org.hk/tc/our_services/peer%20services
100	食物及衞生局（2018）。《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取自https://www.fhb.gov.hk/cn/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sr/srreport.html
101	食物及衞生局（2020）。〈關於自願醫保計劃〉。
	 取自https://www.vhis.gov.hk/tc/about_us/scheme.html

https://www.nlpra.org.hk/tc/our_services/peer%20services
https://www.fhb.gov.hk/cn/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sr/srreport.html
https://www.vhis.gov.hk/tc/about_us/sche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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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服務，讓他們及早得以治療。例如自2017年起，青協就與滙豐銀行合作推出「青少年

全健精神科資助計劃」102，資助100名有需要的青年到私營精神科診所求診。新生精神

康復會亦獲得周大福醫療基金、傳德蔭基金有限公司和施永青基金資助，推出「精神科

醫療資助及社區支援計劃」，在2016至2021年間已協助逾1,700人（包括青年以外

人士）103。這些計劃對有精神健康疾病的年輕人固然重要，但對龐大的青年精神科醫療

服務需求而言仍是杯水車薪。因此，建議政府發揮牽頭和協調功能，設立青年精神健康

醫療配對基金，與私營企業共同資助青年接受私營精神科醫療服務，並由青年服務機構

營運相關計劃，以結合民間和商界力量。當中考慮因素包括與私營企業的資金配對

比例，以確保基金能順利運作。

c.	加強非專科服務質素

除了公私營精神專科醫療系統，非專科服務包括社區支援及基層醫療（如門診診所、家庭醫生、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和綜合服務中心）也發揮着重要功能。他們往往是求診

過程中的首個接觸點，是識別精神健康疾病和防止病情惡化的「把關者」，同時是復康跟進服務

和控制穩定病情的「看守者」。當局需要加強基層醫護人員的培訓，讓他們具備治理兒童及青少年

精神健康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i.	加強心理輔導員的專業資格認可

礙於香港精神科醫生和臨床心理學家等專職長期短缺，他們大部分時間均用於處理較

緊急和複雜的精神病個案。但對於一些面臨較早期和輕微的精神病病徵的青年，這類

個案心理輔導員普遍有能力跟進。然而，與社工有別，心理輔導員現時在香港沒有註冊

制度，沒有清晰的資歷架構認可，故部分社福機構或學校未必會考慮聘用他們，而求助者

也不一定了解心理輔導員的專業和對他們有信心。

	

事實上，心理輔導員的工作性質與社工有別，前者更能集中處理每個個案的心理問題，

以微觀角度進行內在輔導；而後者則以較宏觀的角度應對問題，所以社工會舉辦教育

活動、為求助者尋找外在如法律支援等104。要提升社區精神健康支援的整體質素和

服務量，紓緩專科服務短缺問題，建議政府研究為心理輔導員設立專業資格認可制度，

並資助更多社福機構和學校聘用他們，讓有需要的青年知道可向他們求助。與此同時，

心理輔導員亦可擔當把關或分流角色，把情況嚴重的個案轉介其他專業人士跟進。

102	香港青年協會（2020）。〈青少年全健精神科資助計劃〉。
	 取自https://wmc.hkfyg.org.hk/2020/09/30/psychiatricservice/
103	新生精神康復會（2021）。〈精神科醫療資助及社區支援計劃〉。
	 取自http://pms.nlpra.org.hk/
104	I	am…(2020)	。〈【社工知多啲】社工與輔導員有什麼分別（上篇）〉。
	 取自https://i-am.hk/main/feed/article/216

https://wmc.hkfyg.org.hk/2020/09/30/psychiatricservice/
http://pms.nlpra.org.hk/
https://i-am.hk/main/feed/article/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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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立青年友善的服務平台

就如食衞局2017年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指出，青年使用精神健康服務的比例往往較

其他年齡組別低，原因包括傳統的診所和社福機構（如醫院的精神科中心及綜合社區

中心）環境令青年感覺不舒服105。因此，政府有需要檢視目前的精神健康服務設施和

青年中心等地方的環境，致力營造一個輕鬆融洽的氛圍鼓勵有需要的青年前往求助，

同時讓他們不會害怕在那裏逗留。除此以外，相關服務機構可考慮聘用具經驗的心理

輔導員長駐中心，透過各種休閒活動或社交聚會與青年進行友善溝通，以彌補人手不足

或部分社工未能提供心理輔導的問題。

3.2.2.	培養青年健康生活習慣，提升體質健康水平

要改善青年生理健康，首先要從小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意識，當中包括正確的飲食、運動和作息習慣。

一、提升青年健康飲食意識

家庭和學校教育是培養兒童及青少年健康飲食習慣的重要支柱，讓他們學懂重視食物的營養價值，不會為了

減肥而節食或無意識地暴飲暴食。家長必須以身作則教育孩子健康飲食觀念。即使兒童喜歡和要求購買

不健康的食物，家長應有意識地介入，例如給他們選擇多項健康小食，讓兒童感覺有其他更多選擇。

家長應避免購買不健康的零食作為獎勵或表達對孩子的愛錫，以免他們對其產生依賴或有錯誤觀念。

學校方面，衞生署「香港學生的健康狀況」調查發現2017至18學年只有20.8%的中學生和35.0%的

小學生有每天進食水果的習慣，比率均較前兩個學年下跌0.9至1.5個百分點。而平均一星期會進食三份

或以上瓜菜的中學生只有8.4%，小學生則只有14.4%106。其次，根據香港營養學會的調查，大約三成

受訪中學生選擇在學校小賣部購買零食取代正規午餐，他們在選擇午膳時更會先考慮個人喜好、價錢及

飽肚感，最後才是營養價值107。事實上，自2006至07學年起，衞生署推行「健康飲食在校園」計劃，

以締造有利健康飲食的校園環境。可是大部分計劃內容和資源只集中在小學，未能涵蓋中學層面。

建議當局增加資源，讓「健康飲食在校園」計劃進一步覆蓋不同中學，並定期檢討該計劃的成效。	

105	食物及衞生局（2020）。《精神健康檢討報告》。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取自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mhr/c_mhr_full_report.pdf
106	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2019）。〈香港學生的健康狀況〉。
	 取自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ps/hps_news/health_status_of_students_in_hong_kong.html
107	香港營養師學會（2022）。〈醫知健：中學生溫書消夜	身體「肥佬」〉。
	 取自https://www.hkna.org.hk/zh-hant/醫知健：中學生溫書消夜-身體「肥佬」/

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otherinfo/180500_mhr/c_mhr_full_report.pdf
https://www.studenthealth.gov.hk/tc_chi/hps/hps_news/health_status_of_students_in_hong_kong.html
https://www.hkna.org.hk/zh-hant/醫知健：中學生溫書消夜-身體「肥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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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青年營造有利環境，培養運動習慣和興趣

a.	檢視中學體育課程，引入新興運動激發青年興趣

目前教育局建議中學讓初中學生至少學習八項不同的體育活動，包括田徑、球類運動、體操、

游泳、舞蹈等108。然而，每間學校實施指引的情況各異，有關焦點小組的受訪學生提到，礙於

學校體育器材不足等因素，他們根本沒法在初中體驗各項體育活動。因此，學校宜遵循《體育

學習領域課程指引》，確保青年能在年幼時接觸不同運動。學校亦可引入不同新興運動如

躲避盤、圓網球等，吸引更多學生參與，激發他們對運動的興趣。同時，體育課亦要給予青年

時間和訓練機會，讓他們建立對特定運動的興趣並加以發展。學校可設計系統性、循序漸進的

體育課程，令學生在初中接觸不同體育活動後，在高中專注發展當中的一項。

b.	普及社區運動，增設和活用運動設施

政府要做到體育發展普及化，社區必須具備足夠的運動場地等硬件配套。長遠而言，當局需在各區

進行調查，研究居民的生活和運動習慣，因地制宜興建更多體育設施。事實上，2017年民政

事務局就委託顧問公司進行「關於香港體育設施供應情況」的研究，當中提出了多項建議，

例如制訂新的主要運動設施人口供應標準，並指出在新標準下本地仍缺乏田徑運動場、室內標準

多用途球場和足球場或欖球場等。未來政府在考慮相關意見後，會怎樣修訂「準則」或增建運動

設施，恐怕仍需一段較長時間才看到成效。故此，局方應同時積極研究推動一些短期措施，首先

必須杜絕「黃牛黨」炒賣康文署轄下體育設施租借的問題，讓珍貴的公共資源公平地用在大眾

身上，尤其是正處於身心發展關鍵時期的青年。

此外，政府要加強民政事務局與教育局在2017至18學年推出的「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

計劃」。計劃鼓勵學校在課餘時間開放運動設施，讓校外合資格團體舉辦體育活動，並且獲提供

額外津貼，在2020至21學年，參與的學校有126間，其中45間成功與33個體育團體合作，

舉辦了168項體育活動109。建議當局應進一步增撥資源擴充計劃，鼓勵更多學校參與提供場地，

同時擴展受惠對象，最初可先讓學校舊生使用，待檢討後再考慮擴展至公眾。這些舊生大多住在

學校附近，而且熟悉校舍設施的使用，只是因為畢業而失去一個方便的運動場所。雖然現時個別

學校有開放體育設施供舊生使用，惟做法在全港仍未普及和系統化。

108	課程發展議會（2017）。《體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PE/PE_KLACG_P1-S6_Chi_2017.pdf
10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十八題：康樂及體育設施〉。《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01/P2021090100415.htm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PE/PE_KLACG_P1-S6_Chi_2017.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01/P20210901004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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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擴展上述計劃，當局還需要了解其他不願參與的學校所抱有之顧慮，包括額外衍生的

行政費、使用者的人身安全及法律責任、保險問題、潛在的設施維修費等問題。這方面政府應

扮演更積極的協調角色，例如可考慮由康文署擔任學校課後時間的體育場地管理人，由政府承擔

學校相關的行政開支，包括聘請人手的開支、協助購買保險、制訂場地使用守則等；另一方面，

當局可善用現時康文署網上康體設施租借系統，把參與學校能夠提供設施租借的種類、時間、費用

和注意事項等資料，清晰列出在系統中，方便校外團體或公眾人士預約租用。

三、促進學業與生活平衡

青年睡眠不足背後有眾多原因，其中學業繁忙是常見之一。根據早前立法會《香港學生的整體學習時數及

身心健康狀況》報告，中、小學生每週的平均學習時數約55小時，時間比不少在職人士的工時更長，

而就讀較高年級的學生往往學習時數再長一點110。因此，學校應致力締造包容的校園環境，靈活運用

上課時間，如增設導修課和定期檢討不同導修課模式的成效，協助學生在校完成課業，讓他們放學後

有更多休息時間。另外，家長也有責任培養子女時間管理技巧，減少影響睡眠質素等不良習慣，例如

過度使用會釋放藍光的電子產品，從小建立良好睡眠習慣。

四、加強禁毒教育和打擊措施

針對青年濫藥問題，當局需多管齊下，首先要強化保護因素，加強執法打擊毒品買賣，尤其是網上交易

和不法分子經營的社交媒體群組或專頁，致力締造安全無毒品的環境。其次，政府應透過網絡社交

平台、學校、職場和社區等加強教育宣傳，讓青年對毒品有足夠的認識。有見「受同輩朋友影響或想和

他們打成一片」是青年最常見的吸毒原因111，有關教育宣傳手法應儘可能讓更多年輕人參與。例如培訓

他們成為禁毒大使，一方面讓年輕人發揮創意，以青年熟悉和喜愛的方式構思和傳遞禁毒訊息；另一方

面擴展禁毒支援網絡，進一步識別身邊有吸毒問題的朋友，以正面的朋輩影響力鼓勵他們尋求協助。

鑑於新一代對大麻存在不少誤解，尤其近年北美和歐洲部分國家有不少團體或醫學組織為推動大麻合法化

而令網上流傳眾多關於大麻的正面訊息112，政府應從實證研究方面加強宣傳大麻禍害的論述。最基本要

普及青年對大麻的認知，包括了解其中大麻二酚（CBD）和四氫大麻酚（THC）成份之別，前者能作

醫療用途，後者則會引致成癮和思覺失調，並影響青少年的腦部發育和損害認知能力113。禁毒處須定期

公布本地檢獲的大麻所含的四氫大麻酚成份比例，讓青年知道市面上的大麻包含大量有害物質。此外，

局方亦應及早進行研究，了解年輕人吸食大麻的原因、對大麻和其他毒品的觀感有何不同、較容易接受

哪種宣傳及教育方法，以及怎樣才會停止吸食等，繼而制訂合適的青年禁毒策略。

110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8）。《香港學生的整體學習時數及身心健康狀況》。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n05-overall-study-hours-and-student-well-being-in-
hong-kong-20180130-c.pdf	

111	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2022）。〈按年齡組別及活動狀況劃分的首次／曾被呈報吸食毒品人士〉。
	 取自https://www.nd.gov.hk/statistics_list/doc/tc/t5.pdf
112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0）。〈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三年計劃(2021至2023年)意見書〉。
	 取自https://www.hkcss.org.hk/upload/fcs/社聯三年計劃意見書%20(final).pdf
11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0）。〈香港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三年計劃(2021至2023年)意見書〉。
	 取自https://www.hkcss.org.hk/upload/fcs/社聯三年計劃意見書%20(final).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n05-overall-study-hours-and-student-well-being-in-hong-kong-20180130-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n05-overall-study-hours-and-student-well-being-in-hong-kong-20180130-c.pdf
https://www.nd.gov.hk/statistics_list/doc/tc/t5.pdf
https://www.hkcss.org.hk/upload/fcs/社聯三年計劃意見書%20(final).pdf
https://www.hkcss.org.hk/upload/fcs/社聯三年計劃意見書%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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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完善性教育課程，確保內容符合青年實際需要

性教育與青年的身心健康有直接關係。良好而全面的性教育，除了能夠減少青年感染性病、墮胎等的

風險外，亦有助降低學生出現抑鬱症症狀和自殺念頭的機率114。隨着社會及網絡科技急速發展，年輕人

所需要的性教育與過去截然不同。因此，參考MWYO於2021年發表的《兩性關係及性教育調查報告》，

當局應及早制訂以下措施，讓性教育能夠更貼近學生的需要115。

一、更新與性教育相關的指引和法律定義

建議教育局按社會現況、普遍觀念和學生需要，並參考聯合國《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修訂版》及諮詢

本地性教育機構，定期更新《學校性教育指引》。同時，定期透過調查了解學生性教育需要和學校推行

困難，並至少每五年一次檢討《學校性教育指引》，確保內容全面、合時宜和符合學生需要。另外，

有關部門可參考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2019年就性交或涉及性的行為中「同意」的法定定義的建議，

釐清「同意」的定義，並將有關概念納入向學校提供的指引和刊物，讓校方、性教育機構和家長能更有

根據地教育青年怎樣提出、接受或拒絕性交或涉及性的行為的邀請，確保青年在建立親密關係時尊重

對方意願，維持健康的關係。

二、協助和要求學校制訂性教育相關政策

現時性教育以校本方式進行，但不少學校並沒有就此制訂明確的性教育政策，增加了在校內有系統地

推動性教育的難度，亦難以基於學生需要設計課程。建議教育局和相關部門（如平機會和家計會）協助

辦學團體為其營辦的學校按照其辦學宗旨及學生的需要，制訂性教育政策，以及應對性騷擾、性侵犯和

未婚懷孕的政策，並將其公開讓學生、家長和其他持份者查閱，以及定期作出檢討與更新。

三、為學校提供更多性教育培訓及經費

鑑於現時有部分老師在性教育的教學上沒有足夠技巧和經驗，以致未能解答學生對性的疑問或上課時顯得

尷尬，影響教學成效，建議當局規定指定教師（例如班主任、性教育統籌主任或教師）及準教師須接受

若干時數的性教育培訓。其次，「優質教育基金」可把性教育相關題目納入新增優先考慮主題之一，以

鼓勵更多學校申請經費加強性教育課程；並將已完成的計劃上載於優質教育基金網上資源中心，供其他

學校參考。長遠來說，當局可考慮設立專為性教育而設的經費或資助計劃。

四、整合教學資源和促進教學經驗交流

建議香港教育城與教育局、衞生署、家計會、平機會及其他性教育機構合作，整理和增加教育城現有的

教學資源，並定期舉辦與性教育相關的研討會，讓老師可以交流性教育的經驗。

114		陳朗軒、陳宇謙（2021）。《兩性關係及性教育調查報告》。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115	陳朗軒、陳宇謙（2021）。《兩性關係及性教育調查報告》。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13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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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化課程設計，並提升媒體素養教育

建議學校按學生偏好的形式及內容，優化課程設計；提高青年涉及性的行為之守法和尊重他人的意識。

其次，校方應提升媒體素養教育，教導學生分辨資訊真偽，透過可靠渠道學習性教育（就如何提升媒體

素養教育，下文將有更詳盡的建議）。同時，學校應在各級增加處理感情關係的教學內容，以及在高中

階段教授更深入的生理知識，包括安全性行為。在教學模式方面，學校可透過小班教學或男女分班，並

選擇切合學生需要的校外性教育機構。

六、學校與各持份者合作加強性教育，預防和處理性罪行

建議學校舉辦家長講座或工作坊，邀請性教育機構向家長講解不同成長階段的子女會面對有關性和兩性

關係的問題，以及應掌握哪些知識及能力，增強家長在性教育的角色。另外，校方應與警方及相關非政府

組織加強溝通和合作，預防學生干犯性罪行，並推動以警司警誡處理輕微罪行。

3.2.4.	提升青年應對網絡世界風險的能力，加強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

隨着網絡和社交媒體日趨普及，青年若然沉迷其中，除了會損害生理健康，亦會降低他們的生活滿意度

及引致精神健康問題116。因此，當局有需要加強青年的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讓他們認識互聯網上的權利

和責任，以及健康和安全風險，培養同理心和自我保護能力。

一、定期檢視學校媒體及資訊素養的教學成效

在學校層面，目前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增加了「培養學生媒體及資訊素養」部分，為小一至中六

不同階段的學生設定不同學習期望。由於此部分的教授方式由校本主導，當局有需要定期評估學校推行

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的實際情況和學生的學習進度，並作出相應的檢討，確保內容全面、合時宜和符合

學生需要。

二、加強師資培訓和提升教學質素

由於網絡科技日新月異，年輕人對網絡的緊貼程度往往比成年人快。當局有需要定期提供最新貼緊時勢

的教師培訓課程，加強老師的相關知識和教授技巧。從教育局網站可見，由2018至19學年到2021至

22學年的三年間，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共65個，惟針對媒體及資訊素養教育的只有兩個，這方面或許

有待加強117。此外，學校應儘量邀請熟悉此議題，並具備豐富教授經驗的青年服務機構（如青協全健

思維中心118），為學生舉辦課外活動，給予年輕人更多學習體驗，以提升媒體及資訊素養。

116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21）。〈「學童身心靈健康評估計劃	(HBSC)」主測試	新聞發布會〉。
	 取自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HBSC_20210607_ppt.pdf
117	教育局（2022）。〈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pdp.html
118	「全健思維中心」結合原有的學校社會工作組、青苗計劃、媒體輔導中心及青年全健中心，推動青年願意求助、學會自助及積極參
與的信念。中心透過「關心一線2777	8899」、uTouch網上外展、駐校社工及學生支援服務，全面提供以青年為本的專業支援及
輔導網絡，重點關注青少年的情緒健康、戀愛與性、學習障礙，以及媒體素養，從而建立健康及正向生活模式。如欲了解更多，請
參閱https://wmc.hkfyg.org.hk/aboutus/

https://www.fed.cuhk.edu.hk/~hkcisa/HBSC_20210607_ppt.pdf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pdp.html
https://wmc.hkfyg.org.hk/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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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家長教育

家長有責任了解子女使用網絡的習慣和興趣，是防止子女沉迷上網和提升他們媒體及資訊素養的關鍵。

當局需為家長設計更多教育資源，一方面提升家長本身的媒體及資訊素養，另一方面教導他們如何

給子女灌輸正確使用網絡的態度。現時教育局設有「網絡地雷陣」學習資源網站，當中清晰為家長提供了

一些培養子女正確使用互聯網的建議。當局除了應加強宣傳此網站讓更多家長認識外，亦應豐富這部分

的內容，例如為家長提供一些親子活動教材，以及可靠的媒體及資訊素養網站和尋求支援的辦法等。

此外，當局應儘快為小學和中學階段制訂《家長教育課程架構》，並加入媒體及資訊素養部分。

3.2.5.	防止高危青年演變成邊青，讓他們踏上更有意義的人生道路

聯合國強調預防青少年犯罪有助處理整個社區罪案問題，是維持治安不可或缺的一環119。除了從社區

發展與社會秩序的角度出發之外，每位青少年都有健康成長的個人權利。因應現時社會在預防青年犯罪

工作上的挑戰，參考MWYO《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報告120，建議政府

制訂以下措施，以儘早提供適當的教育，給高危青少年（泛指有較大機會演變成邊青或已經是邊青，但

未犯罪的小三至中三青少年）一個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使到他們能夠成功升學或就業，提升他們的身心

健康發展。

一、主流學校提供針對式教育

當局應增加資源協助學校為高危青少年提供至少三個月的針對式教育，內容涵蓋社交、情緒及危機管理

元素；形式包括個案示範和模擬情境，切合不同場合的真實情況；方法要互動和有趣味，吸引高危青少年

專心學習。學校亦可舉辦支援活動，包括聯誼和親子活動（如校長或輔導主任早餐會、校友學兄學姊

同行計劃、家長子女關係教育）以增加高危青少年對學校的歸屬感、改善家庭教育和關係；以及與服刑

人士或更生青年互動，讓高危青少年明白誤入歧途的後果。與此同時，校方應暫停高危青少年接受傳統

的教育模式及教學內容，藉此重新建立學習的信心及動力，發掘其他興趣與才能。

二、增加轉介往群育學校就讀

傳統上群育學校是一個適合高危青少年發展的地方，可惜部分主流學校和家長都不太願意轉介，令群育

學校持續有收生不足的問題。主流學校、家長及群育學校應多作溝通，加強宣傳群育學校。另外，現時

審計署以兩個學年為表現標準，或許會對群育學校構成壓力，如能以學生的情況為本，適當地延長就讀

時間，避免強迫高危青少年回母校就學，甚至協助其就業，或許對他們的發展會更有利。此外，群育學校的

師生比例相對較低，有助建立師生關係和了解學生的個別需要，但是資源必須增加，才可維持此優勢。

119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UN	Human	Rights).	(2019).	United	Nations	Guidelin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Riyadh	Guidelin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PreventionOfJuvenileDelinquency.aspx
120	黎卓然（2020）。《預防香港青少年犯罪：探討邊緣青少年的犯罪之路》。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5&page=1

https://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PreventionOfJuvenileDelinquency.aspx
https://www.mwyo.org/tc/wellbe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5&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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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建空置校舍成一站式共享中心

當局可考慮將空置校舍改建成共享中心，並沿用青少年中心的理念，提供玩樂設施、指導和輔導、支援

計劃、發展及社交活動、社區參與活動，以及住宿服務等；同時亦結合群育學校的優點，提供正規學習

課程，以便他們取得學歷認證，助其繼續升學或就業。共享中心另一特色是一對五，甚至一對一比例的

關顧及教育，務求令每位高危青少年均可接受度身訂造的學習內容及適切支援。中心應以「先聚集，

後分組」的概念運作，先吸引一班高危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再藉着關係建立，按個別需要分為不同小組

及接受針對式小班教育。

四、網絡綜合平台與大眾分享相關資訊

建議政府設立網絡綜合平台，集結各方面的資訊，包括坊間預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成效，以供各界參考

之用。除此之外，網絡綜合平台亦歡迎大眾以不同形式創作，例如透過視像形式來分享邊青的故事，更生

邊青亦可多分享他們的經歷，營造一個集體創作的空間，讓社會人士可對邊青有更深入的了解，從而

減少歧視。此平台也會收集就學及就業的資料，以助高危青少年在網上作出即時配對。網絡的另一好處

是可以接觸隱蔽高危青少年，且與他們即時對話，並鼓勵他們多參與共享中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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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能讓新一代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有整全而具個性的發展，讓他們在人生道路上不斷

自學、思考、探索、創新和應變，並建立自信和合群精神，為社會、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121。與此

同時，教育亦是促進青年向上流和培育社會人才的重要一環，是改變個人命運和引領社會進步的關鍵122。

在21世紀全球瞬息萬變的時代，青年要全人發展，除了要有堅實的知識基礎123，還要具備相應的核心

能力（如生活技能、關係素養、公民素養）和價值觀（如自我價值、責任感和樂觀）124。可是，過去數年

香港教育挑戰重重，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停課、教育科技發展緩慢和學校課程未盡全面，均令不少

青年憂慮未來升學和就業發展。因此，藍圖必須與時俱進，確保年輕人享有全方位的優質教育，培養

青年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能力125，協助他們應對現代生活中的挑戰。

在分析教育的挑戰前，我們先列出香港教育的五項優勢。

香港教育的基本優勢：

一、小學生和中學生都有權利接受免費教育

政府透過公營學校為所有兒童及青年提供12年免費小學及中學教育126。在2020至21年度，共有

364,257名小學生於589間小學就讀（官立及資助學校455間、直接資助計劃學校21間、國際及其他

私立學校113間），有329,001名中學生在506間中學就讀（官立及資助學校392間、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59間、國際及其他私立學校（不包括夜校）55間）127。另外，職業訓練局亦為修畢中三的學生開設

全日制課程，包括職專國際課程、職專文憑和其他專業課程。大部分課程設有學費豁免，讓學生在主流

教育以外有多一個免費升學途徑128。

121	教育統籌委員會（2017）。〈建議的教育目標（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修訂草擬本）〉。
	 取自https://www.e-c.edu.hk/tc/publications_and_related_documents/on4_1st1.html#education_1
1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教育局局長就「增加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議案開場發言（只有中文）〉。《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2/19/P201412190383.htm

123	教育局（2021）。〈學校課程架構〉。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framework.html
124	黃樂謙（2019）。《全人發展新路向》。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education_details.php?id=45&page=1
125	教育局（2021）。〈學校課程架構〉。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framework.html
12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香港便覽：教育〉。
	 取自https://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ducation.pdf
127	政府統計處（2021）。《香港統計年刊（2021年版）》。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10123/att/B10101232021AN21B0100.pdf
128	職業訓練局（2022）。〈S3	升學階梯及學費〉。
	 取自https://www.vtc.edu.hk/admission/tc/s3/progression-lad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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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課程架構理念清晰

課程發展議會為幼稚園至高中階段建議一個15年一貫的學校課程架構。當中設有七個學習宗旨129、五種

基要學習經歷130、八個學習領域131、十個首要培育的價值觀和態度132，以及包括基礎能力、思考能力、

個人及社交能力在內的共通能力。課程架構具備開放和靈活的特色，以便切合不同學校的實際情況，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培養終身學習及自主學習的能力133。

三、學生表現在國際間出眾

根據2018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香港學生在數學和閱讀能力方面

排名世界第四，科學能力排名第九，其平均分都明顯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或經濟體的平均分。另外，

學生的課堂出席率及準時程度亦較大部分其他國家或經濟體優秀。近九成半15歲學生在調查前兩星期內

從未曠課（93.0%，排名第6/76），逾七成半學生在調查前兩星期內上課從未遲到（75.4%，排名

第3/76）。整體而言，香港學生是全球最有競爭力之一，在這方面排名第五134。

表五：香港學生的閱讀、數學和科學能力平均分與國際平均分比較

129	涵蓋國民和全球公民身份認同、寬廣的知識基礎、語文能力、共通能力、資訊素養、生涯規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130	包括價值觀教育、智能發展、社會服務、體藝發展和與工作有關的經驗。
131	包括中國語文教育、英國語文教育、數學教育、科學教育、科技教育、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藝術教育和體育。
132	包括堅毅、尊重他人、責任感、國民身份認同、承擔精神、誠信、關愛、守法、同理心和勤勞。
133	教育局（2021）。〈學校課程架構〉。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framework.html
134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Hong	Kong	(China)	Student	Performance	(PISA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HKG&treshold=10&topic=PI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framework.html
https://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HKG&treshold=10&topi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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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教育程度持續上升

目前香港共有22間專上教育院校可頒授本地學位，包括八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資助

大學、香港演藝學院、香港都會大學、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以及11所根據《專上

學院條例》註冊的專上院校135。在2021至22年度，不同種類的學額如下136：

•	本地學士學位收生學額共38,199個

	- 公帑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佔15,239個

	- 自資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包括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資助學額）佔8,515個

	- 公帑資助的高年級學位學額佔5,000個

	- 自資銜接學士學位學額佔9,445個

•	本地副學位學額共26,996個

	- 公帑資助的副學位學額佔9,359個

	- 自資副學位學額佔17,637個

教育局《2020年中六學生出路統計調查》報告顯示，絕大部分中六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有93.9%受訪

中六畢業生繼續修讀全日制課程，只有2.7%選擇全職工作、1.9%部分時間工作或部分時間求學，以及

1.5%既非工作亦非求學137。

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在15至24歲年齡組別中，青年擁有專上教育程度的比例由1999年的24.3%

(219,800人）上升逾一倍至2019年的58.7%（402,200人），而擁有學士學位教育程度的比例亦由

13.2%上升近三倍至38.6%。另外，擁有研究院教育程度的比例更由0.5%上升六倍至3.1%138。

五、學士學位短缺情況因學生人數減少而見紓緩

由於香港出生率下降，導致中學生人數隨之減少139，故中學文憑考試考生人數由2013年的69,750人下降

至2020年的44,521人140。亦因如此，考獲符合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基本入學要求「3322」141的考生人數

13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香港便覽：教育〉。
	 取自https://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ducation.pdf
136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秘書處（2021）。〈統計〉。
	 取自https://www.cspe.edu.hk/tc/Statistics.page#chart-participation-tbl
137	教育局（2020）。《2020	年中六學生出路統計調查》。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S6_20.pdf
138	政府新聞網（2020）。〈培育青年	投資未來〉。
	 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5/20200510/20200510_102404_254.html#:~:text=擁有專上教育程度的青年由1999
年,%25，升幅接近六倍%E3%80%82

139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140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2）。〈自資專上教育〉。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2issh05-self-financing-post-secondary-education-
20220218-c.pdf

141	考生在文憑試的中國語文、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級，以及數學必修部分和通識教育達到第2級的成績（簡稱	「3322」），便符合資
格申請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和院校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需注意的是，除了四個核心科目外，各院校仍會制訂
包括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的成績要求，以及其他入學條件。

https://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docs/educatio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S6_20.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2issh05-self-financing-post-secondary-education-20220218-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2issh05-self-financing-post-secondary-education-20220218-c.pdf


年份

中學文憑考試
出席人數

考獲3322或
更佳成績的
考生人數*

教資會資助
學士學額*

自資學士
學額*

教資會資助
學士學額的
超額需求#

教資會資助
學士學額與
自資學士學額
的超額需求`

2012 72,620 26,636 15,000^ 7,886 11,636 3,750

2013 81,355 28,451 15,000 6,989 13,451 6,462

2014 78,400 27,971 15,000 8,745 12,971 4,426

2015 72,859 25,782 15,000 9,969 10,782 813

2016 66,874 24,557 15,000 10,295 9,557 -738

2017 60,349 21,593 15,000 9,064 6,593 -2,471

2018 57,649 21,603 15,000 9,371 6,603 -2,768

2019 54,642 20,280 15,000 9,881 5,280 -4,601

2020 50,809 19,043 15,000 9,712 4,043 -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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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由27,080人預測減少至2022年的17,200人142。在2012143年至2020年間，每年的教資會資助第一年

學士學額（四年制課程學額）均維持在15,000個144，導致應屆考生對教資會資助第一年學士學額的

超額需求由2012年的11,636個下跌至2020年的4,043個。另外，自資第一年學士學額在這段期間有所

增加，若把這類學額計算在內，應屆考生對教資會資助第一年學士學額和自資第一年學士學額的超額需求

則由2012年的3,750個跌至2015年的813個，並且自2016年起出現學額供過於求的現象（見表六）。

表六：2012至2020年學士學位的供求情況

*	 為方便表述，符合「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基本入學要求145的考生人數」在此表簡稱為「考獲3322或更佳成績的考生人數」，「教資會
資助第一年學士學額」簡稱為「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自資第一年學士學額」簡稱為「自資學士學額」。

#	 考獲3322或更佳成績的考生人數減去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

`	 考獲3322或更佳成績的考生人數減去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和自資學士學額
^	 由於2012至13學年開始實施新學制，政府同時為畢業的新舊制兩屆中學生提供30,0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15,000個是
三年制課程學額，另外15,000個是四年制課程學額146。

資料來源：香港考試及評核局147、立法會秘書處148、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149

142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143	由於2012至13學年開始實施新學制，政府同時為畢業的新舊制兩屆中學生提供30,000個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15,000個是
三年制課程學額，另外15,000個是四年制課程學額。

144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145	考生在文憑試的中國語文、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級，以及數學必修部分和通識教育達到第2級的成績（簡稱	「3322」），便符合資
格申請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和院校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需注意的是，除了四個核心科目外，各院校仍會制訂
包括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的成績要求，以及其他入學條件。

146	教育局（2011）。〈2012/13	至	2014/15	三年期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經常撥款和向研究基金注資〉。《檔號：EDB(HE)
CR	5/2041/08》。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papers/ed1114-edbhecr5204108-c.pdf

147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1）。〈2021年文憑試報告〉。
	 取自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exam_reports/
148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公帑資助的高等教育〉。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149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秘書處（2021）。〈統計〉。
	 取自https://www.cspe.edu.hk/tc/Statistics.page#chart-participation-tbl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1-12/chinese/panels/ed/papers/ed1114-edbhecr5204108-c.pdf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exam_reports/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ssh16-publicly-funded-higher-education-2019012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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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表六的數據，我們可歸納出四種大學入學率：一、中學文憑考試出席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

的比率；二、中學文憑考試出席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或自資學士學額的比率；三、考獲3322

或更佳成績的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的比率；四、考獲3322或更佳成績的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

學士學額或自資學士學額的比率。

從圖一可見，四種大學入學率均呈上升趨勢。中學文憑考試出席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的比率

由2012年的20.7%上升至2020年的29.5%。在同一時期，中學文憑考試出席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學士

學額或自資學士學額的比率由31.5%上升至48.6%，而考獲3322或更佳成績的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

學士學額的比率也由56.3%升至78.8%。最後，考獲3322或更佳成績的考生獲得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

或自資學士學額的比率更從2016年起超過100%，在2020年達129.8%。換句話說，由該年起考生只要

考獲3322基本入學要求，撇除選擇心儀科目等其他因素，理論上都有足夠學士學位課程給他們入讀。

圖一：四種大學入學率	

*	 為方便表述，符合「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基本入學要求150的考生人數」在此圖簡稱為「考獲3322或更佳成績的考生人數」，「教資會
資助第一年學士學額」簡稱為「教資會資助學士學額」，「自資第一年學士學額」簡稱為「自資學士學額」。

150	考生在文憑試的中國語文、英國語文科達到第3級，以及數學必修部分和通識教育達到第2級的成績（簡稱	「3322」），便符合資格
申請修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和院校的四年制學士學位課程。	需注意的是，除了四個核心科目外，各院校仍會制訂包
括一個或兩個選修科目的成績要求，以及其他入學條件。



當下挑戰

一、學生學業壓力過重

• 不少青年在過去一年感到有精神壓力，並認為
學業壓力是精神健康變差的主因

• 學業壓力來源包括選擇高中選修科目時感到
困惑、頻密的考試和繁重的功課，以及家長
和老師對學習成績期望過高，並且缺乏鼓勵
和關懷

一、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 改善學生學業壓力過量的問題
• 豐富傳統學術課程以外的學習元素
• 採取多元學習與教學方法
• 引入更多學習成效評估方式
• 減少精英主義和過分着重考試成績的社會觀念
• 加強家長教育，讓愉快學習由學校貫徹到家庭

二、學習差異於「較弱勢群組」的學生間尤其
明顯

• 非華語學生面對學習中文和融入本地社會的
困難

• 疫情下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更加缺乏訓練或
治療支援

• 疫情下基層學生學習進度加劇滯後

二、讓「較弱勢群組」的學生也享有平等教育
機會

• 增加教學資源、促進校園文化共融、支援
非華語學生的家長

• 強化中、小學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訓練和
治療等專業服務支援、加強教師專業培訓、
為照顧者直接提供資助

• 加強政府統籌的角色、協助學生善用政府
津貼、維持有限度與教育相關的公共服務、
促進學校應用教育科技

三、教育科技的發展進度緩慢

• 政府未有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令
教育界難以全面理解科技的潛在用途

• 政府在「介入」教育科技資源市場的定位未
符合學校需要

• 政府缺乏統一方向和指引，使科技在學校的
應用程度未見普及

三、強化教學質素和學習成效，促進教育科技的
發展

• 界定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
• 透過深化跨界合作，持續提升教育科技資源

質素和選擇
• 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

運作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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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反映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競爭下降，而且大部分合資格考生都會傾向選擇教資會資助學士學位

課程或自資學士學位課程，變相會對副學位課程的需求進一步下跌。因此，從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的

統計數據可見，雖然公帑資助的副學位收生學額在2012至2013學年直至2021至22學年期間維持

在9,359和10,989個之間，上下波幅較少，但自資副學位收生學額則由2012至13學年的32,589個大幅

下降至2021至22學年的17,637個151。

綜合本研究的焦點小組意見及文獻資料，過去數年青年在教育範疇正面對一些主要挑戰，為此本報告

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建議，有關扼要如下：

表七：當下挑戰和發展目標扼要

151	自資專上教育委員會秘書處（2021）。〈統計〉。
	 取自https://www.cspe.edu.hk/tc/Statistics.page#chart-participation-tbl



當下挑戰 發展目標

四、公民及國民教育成效有待檢視

• 青年的國民身份認同較其他年齡層薄弱並有待
加強

• 學生有感短期內政策大幅度改動，擔心實際
執行和教與學的成效問題

• 青年期望有更多與內地青年交流，互相學習
和建立感情的機會

四、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 定期檢視公民與國民教育的成效，考慮從
青年較易接受及軟性手法完善公民與國民教育

• 建立內地交流計劃成效評估機制、電子服務
平台和創新計劃孵化器

• 推出「青春高鐵線」計劃

五、學校過於側重學生學術成績，忽略培養
共通能力

• 學生感到中學課程未能教授共通能力
• 有學校與教師只會機械式地訓練學生取得理想

的學術成績考入大學
• 目前中學課程和考試設計不利於鼓勵學生自主

學習，過於注重背誦和刻板
• 學生認為中學階段的生涯規劃感覺上更多是

要求學生配合社會的規劃

五、促進青年全人發展，啟迪終身學習

• 制訂及完善中、小學全人發展框架
• 推動小學及初中階段的另類教育
• 適度檢討評核學生能力的方法
• 設立青年（內地或海外）休學年和休假津貼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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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當下挑戰
雖然香港青年接受教育的機會及其教育程度均有所提升，而且他們的學術表現在國際間名列前茅，但在

亮麗的成績背後，學生的學業壓力也相應加重，而且教育內容與方法上也未能與時並進。此外，較弱勢

的一群青年仍面對不少學習困難，需要政府及社會各界多加正視和提供更多支援。

4.1.1.	學生學業壓力過重

綜合討論教育議題的焦點小組資料，不少青年感到學業壓力過大。這些壓力來源包括選擇高中選修科目時

感到困惑、一開始難以適應這些科目、頻密的考試和繁重的功課，以及家長和老師對學習成績期望

過高，並且缺乏鼓勵和關懷。啟勵扶青會於2021年底的相關調查亦顯示，有逾五成14至24歲青年表示

在過去一年感到有精神壓力（51%），其中逾半認為學業壓力是精神健康變差的主因（52%）152。

「因為啱啱揀完科，跟住都會有壓力，一開始唔係好適應個選修課。依家我係返到

屋企平時大約用一兩個鐘做功課，週末嘅時候就可能兩三個鐘咁樣。」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152	呂諾君（2022）。〈自殺、吸毒情況增　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31102/自殺-吸毒情況增-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31102/自殺-吸毒情況增-調查揭示六成年青人有精神困擾拒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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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青協的「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2021年的調查，發現中一至中六學生壓力指數屬偏高水平

的學生比例由2019年的41.7%153上升至2021年的48.6%154。值得留意的是，受訪學生於校園生活中

最擔憂的首三項事情是「成績未如理想」（39.3%）、「功課繁重，沒有私人空間」（38.1%）及「應付頻密

的測驗／考試」（36.1%）155。其2019年的調查更顯示受訪學生最期望學校可以「調適功課量，減低學習

壓力」（68.9%）、「安排一些班際或級際活動，放鬆心情」（36.7%）和「提供安全的空間讓學生表達和

調整情緒」（20.5%）。同時，他們最希望父母「給予自主空間，讓我可自行解決問題」（45.0%）、「減少

負面批評」（40.2%）和「放下主流價值觀，尊重我的想法」（31.5%）156。

「香港好多家長都鍾意俾壓力仔女，例如我都已經攞到90幾分，跟住佢就會問點解

唔係100分。同埋佢哋好鍾意攞自己仔女同其他人比較。」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我覺得好多老師都係以成績去睇學生。我學校有老師就係覺得你成績一般般，跟住

就當你透明咁。成績好嘅學生就會俾佢哋做咩主席、學生長，然後佢哋會得到更多

佢哋想要嘅資源。其實本身成績唔好嘅學生可能已經自卑，跟住又有啲老師咁做，

咁佢哋咪更加自卑囉。」（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4.1.2.	學習差異於「較弱勢群組」的學生間尤其明顯

綜合有關焦點小組的資料和其他研究調查，非華語學生、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基層學生正面臨不同的

學習困難，尤其在疫情下，這些挑戰顯得更為嚴峻。

一、非華語學生面對學習中文和融入本地社會的困難

根據立法會文件顯示，2019至20學年本港共有32,803名非華語學生就讀本地的幼稚園、小學和

中學。這些學生在學習中文作為第二語言時，往往遇上困難，使其難以適應本港的教育制度，並一直

處於弱勢。例如在升學方面，教資會資助專上課程透過聯招取錄的非華語學生比率在2014至15學年

只有12.9%，較整體學生獲取錄的比率（23.1%）少10.2個百分點。及至2018至19學年，雖然非華語

學生的取錄比例上升至14.1%，但與整體學生獲取錄的比例（27.5%）的差距卻進一步擴大至13.4個

百分點157。

153	香港青年協會（2019）。〈青協公布「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結果〉。
	 取自https://hkfyg.org.hk/en/2019/11/07/青協公布「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結果-2/
154	香港青年協會（2021）。〈青協公布「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
	 取自https://hkfyg.org.hk/zh/2021/11/02/青協公布「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
155	香港青年協會（2021）。〈青協公布「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
	 取自https://hkfyg.org.hk/zh/2021/11/02/青協公布「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
156	香港青年協會（2019）。〈青協公布「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結果〉。
	 取自https://hkfyg.org.hk/en/2019/11/07/青協公布「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結果-2/
157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33-educational-support-for-non-chinese-speaking-
students-20200708-c.pdf	

https://hkfyg.org.hk/en/2019/11/07/青協公布「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結果-2/
https://hkfyg.org.hk/zh/2021/11/02/青協公布「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
https://hkfyg.org.hk/zh/2021/11/02/青協公布「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
https://hkfyg.org.hk/en/2019/11/07/青協公布「中學生情緒壓力狀況」調查結果-2/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33-educational-support-for-non-chinese-speaking-students-20200708-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33-educational-support-for-non-chinese-speaking-students-20200708-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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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教育的焦點小組訪談中，受訪的少數族裔青年不約而同地反映他們的中文程度較弱，對未來升學

以至就業構成一大挑戰。他們認為目前學校教授的中文課程過於簡單，導致很多少數族裔未能說流利

中文，遑論用中文書寫。然而，他們均認為具備中文能力十分重要，因為它除了是在香港日常生活的

基本語言，一些具前景的工種如教師和醫生都對中文程度有一定要求。有受訪的少數族裔青年更表示，

如果你不能說中文，較大機會受到其他香港人的不友善對待，很難融入本地社會。

「我哋學校有一半以上都係印度人，所以佢哋唔重視教中文，學校教嘅中文都是很低

程度，佢哋淨係教你講『爸爸媽媽』嗰啲，就算去到小學中學，教嘅嘢都係好似。

我識講中文都係自己睇電影學嘅。158」（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少數族裔中學生）

二、疫情下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更加缺乏訓練或治療支援

目前教育局把特殊教育需要分為九類159，並採取「雙軌制」特殊教育，一方面讓較嚴重或多重殘疾的

學童在專業人士的評估及家長同意下，就讀特殊學校以加強支援服務，另一方面讓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入讀普通學校，以體現融合教育160。在2020至21學年，本港共有62間特殊教育學校，當中包括

3,980名小學生和4,310名中學生161，而就讀普通中、小學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則共56,640名162。

參考社區智庫平台「民生圓桌」在2022年初的調查，逾九成受訪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家長反映，在疫

情下子女在校內接受訓練或治療的次數減少甚至被取消，憂慮以往的訓練成果會前功盡廢（92%）。與

此同時，逾九成受訪家長有感校內的訓練成效較低（91%），有六成家長因此選擇為子女報讀校外課程

或服務（60%），例如大肌感統訓練、物理治療、腦電波訓練這類校外才有的服務。可是，這些訓練與

治療並非普通家庭能夠負擔。有七成受訪家長過去為子女的校外訓練平均月花三千元，有些開支更超出

二萬元。在沒有選擇校外訓練的受訪家長中，有九成就表示是因為費用過高而卻步163。

另外，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在2021年一份針對來自基層家庭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之報告更顯示，近九成半

受訪家長認為中小學對其子女的支援不足（小學93.1%，中學94.6%）。他們為子女選擇服務時面臨的

主要困難為收費太貴（75.6%）、較少免費服務（66.9%）和較少針對特殊教育需要兒童的服務（43.1%）。

近九成半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可為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提供額外津貼，讓子女可在坊間參加學習、興趣和

訓練服務（93.6%）164。

158	受訪者用英文表達，內容由研究員翻譯為中文。
159	包括特殊學習困難、智力障礙、自閉症、注意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覺障礙、聽力障礙、言語障礙及精神病。	
160	教育局（2021）。〈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資訊網站〉。
	 取自https://sense.edb.gov.hk/tc/about-us/policy.html
161	教育局（2022）。〈統計資料〉。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index.html
162	家庭議會（2021）。〈香港融合教育的發展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措施〉。
	 取自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tc/home/files/FC_Paper_4_2021_c.pdf
163	區禮城（2022）。〈SEN學童疫下停課改網課成效低　家長月花逾2萬元外購治療訓練〉。《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27921/sen學童疫下停課改網課成效低-家長月花逾2萬元外購治療訓練
16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2）。〈《針對SEN兒童支援服務收費情況》	調查報告新聞稿〉。
	 取自https://soco.org.hk/pr20220123/

https://sense.edb.gov.hk/tc/about-us/policy.html
https://www.edb.gov.hk/tc/about-edb/publications-stat/figures/index.html
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tc/home/files/FC_Paper_4_2021_c.pdf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27921/sen學童疫下停課改網課成效低-家長月花逾2萬元外購治療訓練
https://soco.org.hk/pr202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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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疫情下基層學生學習進度加劇滯後

有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青年表示，疫情下來自基層背景的青年礙於家庭資源有限、硬件設備不足，以至

家長在學習上未能支援等因素，令他們的學習進度容易落後，而且面臨更大的學習壓力。MWYO於

2021年4月的《新冠肺炎停課安排帶來的長遠經濟損失預測》報告就指學校因疫情數度暫停面對面

授課，對學生的學習成果以至長遠畢業後的收入均造成影響。該報告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方法，計算出

每位高收入家庭學生一生累計減少21萬元收入，而每位低收入家庭學生一生更累計減少43萬元收入，

兩者相差超過一倍。可見，資源分配不均導致學習成效各異，令貧富家庭的差距更大165。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1年的調查亦顯示，仍有逾三成的受訪基層兒童表示家中沒有安裝上網設備

(32.9%），逾兩成半表示家中沒有可上網的電腦（25.4%）。至於感到學習成績有少許退步或很大退步

的受訪兒童則超過五成半（55.9%），表示跟不上學習進度，擔心學習大落後的受訪兒童更逾六成半

(66.1%）。報告更提及基層學生沒有足夠的教育支援、學習進度跟不上，可導致學習興趣驟減，要進一步

學習就更加困難，因此容易陷入「學不懂、成績差、不想學、又再學不懂」的惡性循環166。

4.1.3.	教育科技的發展進度緩慢

新冠肺炎疫情下，本地眾多大專院校以至中、小學為了「停課不停學」紛紛轉投網上教學。雖然普遍學校

經過多年的投資，已有一定的硬件設備應付，但停課期間教師及學生難以適應網上教學、科技未能融入

教學的問題時有出現。有焦點小組的受訪者表示，所屬的中學對學生使用電子科技學習的思想仍很落後，

而且亦鮮有利用科技進行教學，很多社會經常討論的教學方式如「翻轉教室」，都未見校方有探討過。

另有受訪者認為，電子教科書的發展多年停滯不前，現時每個上學日都要背負沉重的書包十分辛苦。

「我哋學校其實好少有電子嘢。佢所謂嘅電子就係攞個平板電腦掃二維碼答幾條

問題。有時有啲科間中一兩堂或者會突顯自己有使用電子器材，特別係校長嚟監堂

嗰陣，佢會專登喺電腦室借幾部平板電腦俾大家，講埋學校個無線熱點密碼俾你哋，

但之後就當然改返啦，所以都係做吓樣。」（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依家咪好興嗰啲翻轉教室嘅，即係上堂之前透過網上俾條題目你哋屋企預備咁樣，

跟住返嚟嘅時候可能老師就開始教，或者你可能預先喺網上回答一啲問題，啲同學

又可以喺啲討論區度留言俾你，大家互相分享同學習咁樣。我學校都無做過。」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165	羅祥國、黎卓然、陳朗軒（2021）。《新冠肺炎停課安排帶來的長遠經濟損失預測》。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details.php?id=57&page=1
166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兒童權利關注會（2021）。〈「疫下成績大倒退			貧童學習待支援」國際滅貧日		貧窮兒童在疫情開學限制下面對的
學習困難問卷調查報告新聞稿〉。

	 取自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10/2021_10_17_貧窮兒童在疫情開學限制下面對的學習困難問卷調查報告
新聞稿.pdf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details.php?id=57&page=1
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10/2021_10_17_貧窮兒童在疫情開學限制下面對的學習困難問卷調查報告新聞稿.pdf
https://soco.org.hk/wp-content/uploads/2021/10/2021_10_17_貧窮兒童在疫情開學限制下面對的學習困難問卷調查報告新聞稿.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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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學校真係好有需要發展電子書，我學校喺山上面，啲書又厚又重，仲要唔俾

放喺儲物櫃咁就真係好辛苦。個書包好似石頭咁重，日日就要帶返學校，真係好似

行刑咁。」（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2018年的審計署報告亦顯示，有310所小學和282所中學接受了教育局「WiFi-100」167和「WiFi-900」168

計劃的資助，協助在課堂上使用電子教科書和電子學習資源，可是只有24%小學及8%中學有使用電子

教科書169。消費者委員會亦在2019年向54間小學和47間中學進行調查170，發現大約五成小學有使用

電子教科書，但中學只有3.0%使用率，可見大部分學校均沒有選擇將電子教科書融入日常教學。

此外，學生的數碼能力171也是教育科技的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香港大學於2020年的「數碼

公民素養的學習與評估」首階段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學校的學生在數碼能力表現上有巨大差異。在32間

受訪的中、小學中，表現最好的學校裏有75%學生的數碼能力優於表現最差的學校中，表現最好的

25%學生。與此同時，研究亦發現即使是同一所學校、同一年級的學生，有些學生具備較高能力，有些

卻明顯數碼能力不足，這種現象在高年級更加顯著172。

出現以上問題，政府責無旁貸。MWYO在2021年發布的《教育科技改革策略》研究報告便指出，現時

香港在推動教育科技方面存在三個核心問題：一、當局未有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令教育界

難以全面理解科技的潛在用途；二、政府在「介入」教育科技資源市場的定位未符合學校需要；三、

政府缺乏統一方向和指引，使科技在學校的應用程度未見普及173。

167	WiFi-100計劃在2014年推出，以資助100所公營學校和參加直接資助計劃的本地學校設置所需的無線網絡環境。
168	WiFi-900計劃在2015年推出，作為WiFi-100計劃的延續，務求於2015/16至2017/18學年學年分階段為WiFi-100計劃未有涵蓋的
公營學校和直資學校設置無線網絡基礎設施。

169	審計署（2018）。〈教育局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工作摘要〉。
	 取自https://www.aud.gov.hk/pdf_ca/c71ch07sum.pdf
170	消費者委員會（2019）。〈中小學購書費升幅高於通脹	高中各級相差逾4倍〉。
	 取自https://www.consumer.org.hk/tc/article/515-textbook-expenditure/515-txtbook-scope
171	當中包括資訊和數據素養、溝通與協作、數碼內容創作、數碼安全，以及使用資訊和通訊科技解決問題等領域。
172	香港大學（2020）。〈香港學生數碼公民素養研究結果揭示	2019冠狀病毒疫情有可能擴闊學校間和校内的數碼鴻溝〉。
	 取自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20915.html
173	黃樂謙（2021）。《教育科技改革策略》。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9830943L10u.pdf

https://www.aud.gov.hk/pdf_ca/c71ch07sum.pdf
https://www.consumer.org.hk/tc/article/515-textbook-expenditure/515-txtbook-scope
https://www.hku.hk/press/press-releases/detail/c_20915.html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9830943L10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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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公民及國民教育成效有待檢視

過去十年社會政治紛爭不斷，加上國際環境等多項複雜因素，在這背景下青年的國民身份認同感變得

相對薄弱和有待加強。根據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20年6月的調查，15至29歲受訪者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的比率是所有年齡層中最低174。為此政府近年積極推行不少政策讓學生建立國家觀念、民族

感情和國民身份認同，主要措施包括：

•	教育局於2018至19學年落實設定中國歷史科為初中階段的獨立必修科，讓學生對國家的歷史	

	 有更全面和系統性的認識。

•	2021年教育局公布了《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和15科相關科目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	

	 框架175，當中包括中國歷史、國情、《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等元素，並有連串	

	 學生活動（如參觀博物館、內地交流、問答比賽和專題研習）。

•	 2021至22學年起，教育局在中四級開始推行高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下稱公社科），以取代	

	 原來的通識教育科。公社科除了涵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等	

	 主題，更提供內地考察機會，鼓勵青年透過親身體驗，了解國情和培養國民身份認同176。

•	 2021年11月教育局推出了《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其中增加了「守法」、「同理心」和「勤勞」等	

	 首要培育的價值觀，並強調應從小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177。

除了在校園內推動公民與國民教育，民政事務局一直與公民教育委員會合作資助非政府機構在社區推廣

公民和國民教育活動。當局近年亦積極推動「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內地專題實習計劃」及「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計劃」等，加強香港青年與內地的互動交流。

綜合有關焦點小組的資料，有受訪青年認為給年輕人建立家國觀念十分重要，這樣他們才會明白如何

有效貢獻自己的國家、香港和社區。其次，雖然有不少受訪者表示，上述的公民與國民教育措施長遠對

培養青年國民身份認同感的確有效，尤其是從小就開始培養，不過對於部分已建立了自己一套思想價值

的年輕人而言，有關措施在他們身上的成效未必顯著。再者，當政策越強硬，他們就更加不容易接受。

另外，有受訪學生認為當局在短期內有大幅度的措施改動，擔心實際執行和教與學的成效問題，例如

課程內容的完整性和趣味性、老師對課題的熟悉與專業度，以及學生的適應問題等。

174	李立峯、鄭煒、鄧鍵一（2020）。〈香港人、本土派，他們如何理解此城未來？〉。《端傳媒》。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
調查中心。

	 取自https://theinitium.com/project/20200820-opinion-hk-citizen-attitude-future/
175	教育局（2022）。〈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取自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index.html
17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十五題：推動國民教育〉。《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21/P2021072100366.htm
177	課程發展議會（2021）。《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試行版）》。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alue%20Education%20
Curriculum%20Framework%20%20Pilot%20Version.pdf	

https://theinitium.com/project/20200820-opinion-hk-citizen-attitude-future/
https://www.edb.gov.hk/tc/curriculum-development/kla/pshe/national-security-education/index.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21/P2021072100366.htm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alue%20Education%20Curriculum%20Framework%20%20Pilot%20Version.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Value%20Education%20Curriculum%20Framework%20%20Pilot%20Vers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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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樣嘢係必須要行先嘅，就係點樣建立青年人有家國意識，讓佢哋考慮好多訴求

好多抱負之前，都要諗一諗，點樣去為自己國家，為自己嘅社區，點樣去為香港去

做貢獻，呢個先至係最根本。」（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如果以依家嘅狀況嚟講，其實唔會增加到我嘅認同感，但係我相信十幾年之後，未來

嘅小朋友由出世到小學、中學一直都在這個教育環境之下成長，咁其實佢哋一定都

係會有國民認同。」（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依家要推國民教育我覺得都係難嘅。例如通識科啱啱轉咗公社科，佢依家其實

連教科書都未整得切。所以個內容係咩，老師都未必答到你。依家先要處理嘅就係

老師識唔識教，同埋同學點樣吸收。起碼老師同學生都要搵到究竟我喺呢一個堂

我學啲咩先，享受啲乜嘢。」（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在交流活動方面，所有受訪者均認為透過親身體驗的考察交流活動，比起從教科書學習更能建立國民

身份認同感。他們表示目前社會上有很多香港人與內地人之間的矛盾都是源於缺乏溝通，大家對雙方的

印象與實際情況可以有很大落差。他們期望有關的青年內地交流活動可以更着重人文交流部分，與其帶

香港年輕人參觀內地城市繁榮的高樓大廈，展現祖國今天的硬實力，不如增加機會給兩地青年多交流，

互相學習和建立感情。

「我係認同親身經歷係會好過教科書。因為喺大環境嘅感覺就係，中國就係

一啲好刻板嘅印象，例如以前啲內地遊客嚟香港嘅行為唔係咁好。咁但係時代變

咗，當你真正同內地嘅青年溝通嘅時候，你會發現佢哋好多年輕人喺好多地方甚至會

做得比香港學生好。」（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因為我自己以前喺內地生活，係移民嚟香港嘅。咁我發覺好多時候同輩溝通，佢哋

對內地人嘅睇法係完全好大落差嘅。咁我都明白，其實我哋溝通都唔係好多，即係

年輕一輩要認識多啲，係真嘅，但係有啲政策太強硬，佢哋更加唔容易接受，反而

我想要諗一啲方法，令到佢真係認同，呢個仲係要考究下。」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4.1.5.	學校過於側重學生學術成績，忽略培養共通能力

綜合相關焦點小組的資料，所有受訪者都認為學校除了教授學術知識，培養學生具備其他21世紀共通

能力（如合作精神及溝通能力、批判性思維及解難能力、領導才能及個人發展）178，協助他們應付生活

和未來工作上的挑戰同樣重要。然而，大部分受訪者表示中學的課程未能教授學生共通能力，很大程度上

178	Education	Bureau	(2001).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Learning	to	Learn	-	The	Way	Forward	in	Curriculum,	Chapter	3	The	
School	Curriculum	-	What	is	Worth	Learn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sites/default/files/21st_century_skills_cn.pdf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sites/default/files/21st_century_skills_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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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靠學生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與別人互動和主動參加課外活動逐漸培養出來。雖然有些老師很重視教授

同學人生態度，但並非所有老師都有這方面的熱情和能力。有受訪者表示取消了中學文憑考試中國語文

科的口試部分，更加令學生感覺溝通和合作技巧這些能力不重要，大家只會集中操練試卷。

有受訪者認為學校忽視培訓學生共通能力，是因為教育制度和社會風氣問題。他們之中有部分表示所屬

的中學為了達到中學文憑考試的要求，只會機械式地訓練學生取得理想的學術成績，最終希望他們考入

大學，而教師的工作表現亦很大程度是從學生的學術成績體現出來的。不過，也有小部分受訪者認為

所屬的中學很注重培養學生在音樂、體育和藝術方面的才能，有很多課外活動供他們選擇。

「我哋學校就係傳統愛國學校，最出名嘅就係將大陸嗰套搬嚟香港度做，點樣做呢，

就係夜晚就留你喺到自習，留到六、七點咁樣。咁因為文憑試你係一個機械式嘅

訓練，你攞到嗰啲分，你咪入到大學囉，佢唔理你軟技能㗎。」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香港其實所有聲音都係文憑試同入大學，我哋啲老師都只重視文憑試。因為

呢個同時都係衡量佢哋工作表現嘅最佳指標。校長唔會因為你教得好有趣而升你職，

佢升你職係睇你有幾多學生入大學，有幾多學生攞到獎。」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此外，有受訪者認為目前的中學課程和考試設計不利於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他們認為現時的考試模式很

大程度上要學生背誦標準答案，可以展現思考過程，發揮所學知識的空間和靈活度不足。有受訪學生

提到通識科的獨立專題探究習作是很好給學生按自己興趣去探討不同議題，體現自主學習的機會，惟此

科目已被不設獨立專題探究的公社科179取替。不過整體而言，他們都同意中學文憑考試是一個較公平，

能反映學生努力成果的考試制度。

「我依家啱啱升中四，咁讀化學嗰啲例子你背咗佢就一定有分。佢唔會話你要自己

去諗乜嘢，只要好死板咁樣背哂佢就得㗎啦。」（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考試嘅本質同埋作用係為咗俾學生發揮同埋表現自己能力嘅最佳機會。我知道

IB（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個評分標準有個靈活度，即係除咗A、B同C以外，你

答D係合理嘅話都可以攞分，但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好多時係要答A、B同C，

連C加或C減都唔得。但你喺現實社會工作係唔會有標準答案，咁樣填鴨式教育一來

令學生同老師好大壓力，二來教出嚟嘅學生係唔可以達到21世紀社會所要求佢哋

具備嘅技能。」（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179	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1）。《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課程及評估指引（中四至中六）》。香港：教育局。
	 取自https://ls.edb.hkedcity.net/file/C_and_A_guide/202106/CS_CAG_S4-6_Chi_2021.pdf

https://ls.edb.hkedcity.net/file/C_and_A_guide/202106/CS_CAG_S4-6_Chi_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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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係對自己實力嘅一種認證。佢都算係統一

嘅標準，大家都係考同一份卷。同埋除咗係測我哋嘅水平，我覺得某程度係對學生努力

付出嘅一種認可。如果取消哂，淨係計你平日學校嘅表現都唔好，一係個佔嘅比率

變一變囉。」（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最後，有受訪者認為生涯規劃在全人發展教育中發揮重要角色。他們表示有效的生涯規劃能讓青年了解

自己和計劃理想人生，可是現時中學階段的生涯規劃感覺上更多是要求學生配合社會的規劃，經常

很功利地向學生展示不同職業在社會上的需求度和收入水平，並且對學生考獲不同文憑試分數就要升讀

不同大學科目和從事甚麼行業有刻板的期望。大部分受訪者希望生涯規劃可以為青年營造更多空間，鼓勵

他們探索，嘗試一些以往沒有機會或沒有資源去做的事。除此之外，受訪者更提到生涯規劃教育不應

單純由上而下灌輸，同儕之間的互相支持和合作，一起摸索未來的過程有時更能激發青年主動學習和

提升學習成效。

「依家嘅生涯規劃更多嘅係因為社會需要呢啲，業界需要呢啲，咁你就去做呢啲。

因為喺香港生存要有咁樣嘅收入水平，所以我就建議你去做咁嘅工作，或者按你

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嘅分數，你適合讀呢科，讀完呢科就有呢啲咁嘅工。呢個

係生涯規劃咩？呢個係比社會嘅規劃！」（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同儕之間一齊去搵資源，或者上面俾資源落嚟，再一齊計劃人生又好、事業又好、學業

都好，都係幾好嘅實踐來嘅。我大學嘅內地學生好多時會自己組織一啲群組，然之

後呢，佢哋講緊報大學課程、碩士、甚至乎大公司呢，佢哋都會一齊報、一齊挖資源

返嚟，嗰個做完面試就會分享下佢哋問啲咩題目咁樣。所以呢幾年國際嘅大公司

會有好多內地嘅同學，佢哋唔係一個個入，而係一班人咁一齊入去做。」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4.2.	發展目標
2015年，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一致通過《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180，訂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

第四個目標為「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具體內容包括會員國應在

2030年前：

•	確保所有兒童完成免費、公平和優質的中小學教育，並取得相關和有效的學習成果

•	確保所有青年和大部分成人具有識字和計算能力

•	確保所有男女平等獲得負擔得起的優質技術、職業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學教育

180	聯合國（2022）。〈目標4：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享有學習機會〉。
	 取自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education/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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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教育中的性別差距，確保殘疾人、土著居民和處境脆弱兒童等弱勢群體平等獲得各級教育	

	 和職業培訓

•	確保所有進行學習的人都掌握可持續發展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儘管香港在提供免費中、小學教育、可負擔的專上教育，以及確保青年具有識字和計算能力方面都已

取得不錯的成績，但在協助弱勢群體平等獲得各級教育和職業培訓，以至確保青年掌握可持續發展所需

的知識和技能方面，仍有待加強。因此，藍圖將參照聯合國「確保包容和公平的優質教育，讓全民終身

享有學習機會」的理念，根據當前香港青年在教育上面對的主要挑戰，制訂以下目標：

•	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	讓「較弱勢群組」的學生也享有平等教育機會

•	強化教學質素和學習成效，促進教育科技的發展

•	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	促進青年全人發展，啟迪終身學習

4.2.1.	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

綜合討論教育議題的焦點小組資料，表示學業壓力程度可以接受，並且享受學習過程的受訪青年往往擁有

一些共通點，包括經常抱有好奇心、對所讀的學科感興趣，以及懂得在有壓力的環境下調整心態等。

雖然目前教育界以至局方對「愉快學習」的涵意均沒有統一定義，但可以肯定的是「愉快學習」並非

一味崇尚輕鬆和玩樂，不求進步和逃避努力，它更多是像一種刺激學習動機的方法。過去不少研究和

評論都提到，當青年在學習過程中獲得愉快經歷，便會對學習抱持正面態度，而這種態度亦會促使他們

主動學習，提升學習成效和找到當中的意義，繼而啟發終生學習181。

「我一直以來都係視學習為我人生樂趣嘅一份子，所以無太大壓力，讀書同娛樂

之間亦無很明確嘅界線，所以對我嚟講係可以喺學習過程當中搵到自我。」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年輕研究生）

「我都幾幸運喺中學嘅時候讀嗰啲科都係有興趣，就算一啲無興趣嘅科都係有個

好奇心。我覺得好奇心好緊要，咁所以壓力來講就唔係太大，只要你享受一樣嘢，咁你

做就唔會太辛苦。」（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就算你喺一個有壓力嘅環境下，你都可以去調整自己嘅心態。因為你讀書唔係

淨係讀書㗎嘛，你返學其實會有很多值得開心嘅嘢，例如你會有同人交流。」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181	梁拱城（2001）。〈從愉快學習說起〉。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處。
	 取自http://res.hkedcity.net/html/uni_edu/pri_teacher_train/playdemo/project/pdev_info03.htm

http://res.hkedcity.net/html/uni_edu/pri_teacher_train/playdemo/project/pdev_info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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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香港集思會相關研究182和教育工作者的分享183，「愉快學習」通常有以下特徵：一、在學習過程中

會儘量減少使學生不愉快的元素，令他們有足夠空間發展興趣和潛力；二、能激發學生的好奇心，驅使

他們主動學習，享受尋找答案的過程；三、有不同的學習方式以照顧學生的學習差異；四、學生能夠獲得

學習的滿足感和適當的指導；五、學生能感受到學習有更多的意義，並非只為考取高分數而學習。

政府和教育界應從以上方向着手，致力營造愉快的學習環境。具體行動包括：一、改善學生學業壓力

過量的問題；二、採取多元學習與教學方法，以培養學習興趣和照顧學習差異；三、引入更多學習成效

評估方式，以減輕考試壓力和更全面評估學生能力；四、豐富傳統學術課程以外的學習元素，以激發

好奇心；五、減少精英主義和過分着重考試成績的社會觀念，營造關懷共融的校園環境；六、加強

家長教育，讓愉快學習的歷程由學校貫徹到家庭。事實上，2018年的《香港青年發展策略：公眾參與

報告》已提及學生學業壓力過量的現象，並建議教育局透過諮詢等方法致力找出其中原因，同時與教育

界和其他參與青年發展工作的人士合力研究消除相關壓力來源的方法與措施184。當局應及早採取行動，

並公布在這方面的工作成果，設法減少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愉快的元素。

4.2.2.	讓「較弱勢群組」的學生也享有平等教育機會

每名青年都有獨特的成長背景、性格、興趣、能力和學習需要，因此教育系統的設計必須具備一定的

包容度，尊重學生的多樣性。政府在制訂教育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有個別差異或困難的學生之需要，包括

非華語學生、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基層學生等。他們在社會主流制度下屬於弱勢小眾，其起跑線往往

比一般人落後，故制訂政策措施時，理應在合理範疇中主動提供額外協助，讓他們享有平等學習機會。

倘若教育制度未能及早回應他們的需要，這將會直接影響其往後的人生發展，例如他們的就業出路或

會變得狹窄、面臨較高的失業風險，以及較難參與公共事務，而社會亦因此要付上高昂代價。

事實上，教育局一直有額外的資源及措施協助非華語學生、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基層學生學習。然而，

社會的急速發展和突如其來的轉變往往令他們面對的困難加劇。因此，當局宜秉持上述理念和原則

多作諮詢研究以了解不同學生的需要，加強政策措施的支援力度。

一、對非華語學生的支援

綜合相關焦點小組的資料，有受訪的少數族裔青年希望可以與其他學生無異，在學校接受同一水平的

中文教育，並期望學校提供更多應用中文的機會，例如與其他學校的華語學生用中文交流。另外，有

研究和意見顯示，目前學校獲得的津貼不足、「中文作第二語言的學習架構」未盡完善、缺乏高質素及

經專業教學培訓的負責老師、少數族裔學生因文化差異難以融入主流學校，以及少數族裔學生家長因

182	唐希文、曾仲榮（2017）。《愉快學習	發揮潛能	—	本地小學個案研究》。香港：香港集思會。
	 取自https://www.ideascentre.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2/Report-on-Happy-Learning_20170224_Final.pdf
183	親子頭條（2018）。〈【周德輝校長專欄】愉快學習的多面睇〉）。《家長童學》。
	 取自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efficiency/page_5b028d90316e836256000000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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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deascentre.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2/Report-on-Happy-Learning_20170224_Final.pdf
https://www.hkedcity.net/parent/learning/efficiency/page_5b028d90316e83625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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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不通、資訊不足和不了解本地制度等原因而不懂求助等都是常見的問題185,186。建議當局可從增加

教學資源、促進校園文化共融，以及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家長三方面入手，考慮以下的措施，致力為非華語

學生移除學習障礙。

a.	增加教學資源

•	提高學校津貼金額，讓校方聘請足夠數量及有經驗老師為非華語生提供適切的教學支援，	

	 並處理有關文化融合、家校溝通和中文科以外的學習支援工作

•	在編制內增設統籌老師一職，專責校內非華語生支援的統籌和優化工作

•	加強教師培訓，參考照顧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方面的做法，要求獲資助的學校在特定時間內	

	 有一定比例的教師完成教導「第二語言」學生的專業培訓課程

•	主動了解前線教師的實際需要，完善「中文作第二語言的學習架構」，增加具體的教學建議、	

	 教學材料，和提供有效的教學方法

•	支援非華語學生有能力與一般華語學生共同學習相同程度的中文課程內容，為跟不上進度的	

	 學生提供特別支援，從而提升整體的中文水平，以應付升學及就業的需要。支援可按年齡或	

	 學習階段的非華語學生而設計，例如幼稚園及小學可加強中文結構學習，中學可強化在升學	

	 及就業上的中文應用

b.	促進校園文化共融

•	加強對教師的培訓，提升他們對少數族裔文化的認識和處理少數族裔學生事宜的敏感度

•	資助和鼓勵有關學校舉辦文化共融活動，如參觀文化景觀或拜訪少數族裔團體，讓教師、	

	 少數族裔和華裔學生彼此認識對方的文化

•	建立平台讓能力較高的少數族裔學生於校內和校外分享自身文化，同時可邀請社會上成功的	

	 少數族裔青年及前輩分享個人故事和克服困難的經歷等

c.	支援非華語學生家長

•	為學校與非華語學生家長溝通、文化融合方面的工作提供指引、津貼金額和特別支援措施

•	資助和鼓勵非政府組織擔當學校與非華語生家長的橋樑，如提供一般翻譯服務，並協助家長	

	 認識本地主流文化、教育制度、就業市場、政府財政援助和學校選擇等資訊

185	羅嘉怡、洪安盈（2020）。《香港主流學校教育少數族裔學生所面對的挑戰之研究》。香港：香港樂施會、香港大學。
	 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researchreport_20200115_c.pdf
186	曾鳳婷（2021）。〈巴裔媽媽嘆孩子難融入主流學校　盼政府增加配套　加強教師培訓〉。《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643614/巴裔媽媽嘆孩子難融入主流學校-盼政府增加配套-加強教師培訓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researchreport_20200115_c.pdf
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643614/巴裔媽媽嘆孩子難融入主流學校-盼政府增加配套-加強教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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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支援

教育局一直推動普通學校採取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秉持「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全校參

與」、「家校合作」和「跨界別協作」五個基本原則和「三層支援模式」187照顧特殊教育需要學生188。

雖然過去幾年當局有增加津貼和加強支援措施，可是綜合不同資料和意見，有關注組織、前線工作者和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照顧者反映他們仍面對一些主要挑戰，包括中、小學訓練和治療等專業服務支援不

足，校外的訓練和治療費用難以負擔，以及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照顧者壓力巨大等。建議當局考慮以下

措施，進一步完善目前的政策。

a.	強化中、小學訓練和治療等專業服務支援

儘管現時公營普通中、小學可按取錄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人數和支援層級獲得「學習支援津貼」，

以外購治療服務、聘請額外人手和改善校內設施等，可是實際上往往由於津貼額和前線人手

不足、權責和款項目標不清晰189，以及校方不諳治療和訓練服務的比例、時數和營辦機構，不同

學校購買的訓練和治療等專業服務質素可以很參差190。例如有些學校未能提供手語傳譯和聽障

學生需要的器具191。建議當局細化「學習支援津貼」的使用指引和研設監察機制，確保「學習

支援津貼」能有效落在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身上。

b.	加強教師專業培訓

及至2019至20學年，已接受30小時或以上有系統的特殊教育培訓的公營普通小學教師有約

43%，公營普通中學教師則約33%192。為確保每所學校都有足夠具專業能力的教師照顧數量

眾多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除了本地的師資培訓大學在教師職前培訓課程中加入與特殊教育相關

的課程內容外，當局應向在職教師提供更多誘因，如晉升機會和獎學金，鼓勵他們參加培訓，

進一步提升學校的特殊教育教師比率。

c.	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照顧者直接提供資助

除了以學校為本的津貼，當局應考慮直接向每名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現金學習資助。尤其是在

疫情下，不少家長因停課安排而未能讓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子女使用學校提供的訓練和治療等專業

服務，同時亦無力負擔昂貴的校外訓練和治療服務。有了這些資助金額，家長將可為特殊教育

187	第一層支援是及早識別，並透過優化課堂教學，及早照顧所有學生的不同學習及適應需要，包括有輕微或短暫學習或適應困難的
學生；第二層支援是安排額外支援／提供「增補」輔導予有持續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例如小組學習、課後輔導和抽離式輔導；
第三層支援是為有持續及嚴重學習或適應困難的學生提供個別化的加強支援，包括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188	家庭議會（2021）。〈香港融合教育的發展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措施〉。《家庭議會第	FC	4/2021	號文件》。
	 取自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tc/home/files/FC_Paper_4_2021_c.pdf
189	推動特殊教育政策及立法聯盟（2019）。〈全面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政策建議書〉。《立法會CB(4)810/18-19(04)號文件》。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90503cb4-810-4-c.pdf

190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22）。〈《針對SEN兒童支援服務收費情況》	調查報告新聞稿〉。
	 取自https://soco.org.hk/pr20220123/
191	推動特殊教育政策及立法聯盟（2019）。〈全面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政策建議書〉。《立法會CB(4)810/18-19(04)號文件》。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90503cb4-810-4-c.pdf

192	家庭議會（2021）。〈香港融合教育的發展及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措施〉。《家庭議會第	FC	4/2021	號文件》。
	 取自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tc/home/files/FC_Paper_4_2021_c.pdf

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tc/home/files/FC_Paper_4_2021_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90503cb4-810-4-c.pdf
https://soco.org.hk/pr20220123/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d/papers/ed20190503cb4-810-4-c.pdf
https://www.familycouncil.gov.hk/tc/home/files/FC_Paper_4_2021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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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子女報讀校外訓練、治療，以至興趣學習和學科補習等，確保在孩子的黃金訓練期得到適切

學習。另外，當局亦可研究將關愛基金轄下「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

計劃」193的受惠對象擴展至其他基層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照顧者，讓他們同樣獲得每月定額

津貼，以減輕照顧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生活負擔。

三、對基層學生的支援

網上學習在疫情停課的安排下幾乎成為唯一的教學途徑。基層學生因家裏環境惡劣、電腦及網絡等設備

不足，以及家庭成員未能給予支援等問題而嚴重影響其學習成果及個人成長發展。為減低這些負面

影響，參考MWYO《新冠肺炎停課安排帶來的長遠經濟損失預測》報告194與其他研究調查，當局

應考慮推行以下措施：

a.	加強政府統籌的角色和協助學生善用政府津貼

現時，政府為基層學生提供兩項津貼支援網上學習，包括「上網費津貼計劃」及關愛基金購買

流動電腦裝置的資助。這些津貼讓基層學生在硬件上得到的支援增加，逐漸收縮貧富學生的

網課學習效能差距。然而，部分有需要的學生或會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改善家中設施，故除了學校

應儘力協助學生善用政府現正提供的電腦和網絡津貼，局方亦應積極發揮統籌角色，着力協調

學校、大廈社團組織，以至電信企業等持份者攜手解決清貧家庭學童上網問題，讓學生充分利用

網上學習資源。

b.	維持有限度與教育相關的公共服務

在疫情下，大部分公共服務暫停，對部分學生的學習構成嚴重不便。因此，政府應維持有限度的

公共服務，例如康文署即使關閉圖書館，也可容許市民上網租借圖書，然後在圖書館的服務台

提取；社會福利署也可安排特別的防疫措施以維持課餘託管服務等，這無疑有助學生在停課時期

維持一定的學習進度。

c.	促進學校應用教育科技

為了讓學生在停課期間仍能在家有效學習，以及復課後可加快追回學習進度，教育科技必須加快

發展和在教學上應用。更有效的遙距學習有助學生在疫情下持續學習。有關這方面的詳盡建議，

請參考隨後的建議。

193	社會福利署（2021）。〈為低收入的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第三期〉。
	 取自https://www.swd.gov.hk/tc/textonly/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pwd/
194	羅祥國、黎卓然、陳朗軒（2021）。《新冠肺炎停課安排帶來的長遠經濟損失預測》。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974398jBe1n.pdf

https://www.swd.gov.hk/tc/textonly/site_pubsvc/page_supportser/sub_pwd/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974398jBe1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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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強化教學質素和學習成效，促進教育科技的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令社會擴闊了對教育的想像，也帶來停課期間的新嘗試。網上學習令多種新興教學模式

(如混合教學模式、電子學習模式）變得普及195，亦令教育界反思教學手法的更多可能性。在今天這個

數碼時代，科技的應用已是全球教育發展的大勢所趨。不過在這過程中，教育工作者和學生所面對的

挑戰是多方面的，並非單純電腦和上網設備等硬件配套的問題。因此，政府與教育界應藉此契機從更宏觀

的角度出發，思考長遠在任何一種教學模式、不論有否停課安排下，可以怎樣善用科技提升教與學的

質素，改革教育科技的發展。

參考MWYO《教育科技改革策略》報告的建議，當局應在香港建構教育科技生態圈，並有以下行動：

一、界定推動教育科技的具體發展方向

政府應以四大方向深化教育科技的發展目標：包括一、教學：以學生為中心，照顧多元需要，達致全人

發展；二、評核：增加評核效率，透過評核數據作教學決定；三、數據整合及行政工作：透過整合學校

大量數據，釋放教師的行政負擔；四、社群支援及專業發展：增加交流機會。政府應委託教育局轄下的

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定期（如每三年）收集教育界所面對的挑戰，運用委員的專業知識，

公布教育科技的發展目標，務求讓方向能貼合時勢，準確應對教育界的需要。

二、透過深化跨界合作，持續提升教育科技資源質素和選擇

雖然香港教育城eREAP計劃一直從海外引入教育科技資源，但2018年的審計署報告顯示，逾兩成參加

學校在首年參與計劃後退出（22%），認爲資源未能切合所需196。另外，現時有大部分學校沒有選擇

使用電子教科書，某程度上亦反映目前的教育科技資源對很多學校而言未必實用和適合。建議當局在資訊

科技教育策略發展督導委員會成立「科創產品需求小組」，當中應有校長及前線教師等教育界代表、

科創界代表和大專學界代表等，負責在局方所制訂的各個教育科技發展方向中，商討出數個重點產品

需求，列出「重點技術建議清單」。然後，根據「重點技術建議清單」，逐步調整教育城eREAP計劃下

產品的選擇，務求所供應的教育科技資源符合用家的需要。

在連接教育界及科創界方面，香港數碼港和香港科學園在扶植企業技術發展的同時，應積極拓展

學校網絡，在提供培訓的時候帶入教育界的經驗。與此同時，當局可增加教育科技產品的「共建」

(Co-creation）的機會，鼓勵學校與科創公司合作，試行企業研發出的技術，讓企業有足夠數據資料

檢討及尋求下一步的解決方案或所需產品。最後，政府亦應牽頭帶動教育科技科創企業投資，以

5,000萬元成立「教育科技創新基金」，扶持本地研發，特別是由教育界和科創界商議、學校接受程度

195	教育局（2020）。〈運用電子學習模式支援學生在家學習推展原則參考〉。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
Support/EDB_Guidelines_on_e-learning_at_home_TC.pdf		

196	審計署（2018）。〈教育局善用資訊科技促進學與教的工作摘要〉。
	 取自https://www.aud.gov.hk/pdf_ca/c71ch07sum.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EDB_Guidelines_on_e-learning_at_home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Support/EDB_Guidelines_on_e-learning_at_home_TC.pdf
https://www.aud.gov.hk/pdf_ca/c71ch07su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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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產品，讓初創公司在過程中累積實證基礎，再吸引投資者注資。基金可撥款舉辦初創比賽，鼓勵

公司研發技術。政府也可考慮增加對於「創科創投基金」下教育科技的投資比例，例如政府和共同投資

夥伴的比例由1：2提升至3：2，甚至是2：1。

此外，建議政府善用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由於河套區接壤深圳，擁有地理優勢，在

研發上有利連結內地科研人才，並借助深圳的供應鏈、生產實力和人力資源，策略性地進入內地市場。

事實上，港深兩地政府於2009年簽署的《深圳河治理後過境土地使用合作意向書》就列出河套地區可

考慮以高等教育為主，輔以高新科技研發設施等用途，這正好切合發展教育科技197。建議兩地政府商討

撥出部分土地或在鄰近範圍設置「教育科技園區」，作為教育科技研發基地。

三、突破學校現有樽頸，將科技融入日常教學及運作

首先，當局須提升學校管理層對教育科技的信心及能力，協助他們發展完整的校本教育科技策略。具體

方法包括：一、強化目前「支援校本資訊科技教育發展資源套」中的自評工具，讓學校先準確了解自身

的發展進度，再因應進度提供下一步方向建議；二、在擬任校長課程中，增加有關校本教育科技規劃的

元素，以提升校長在上任前對發展校本教育科技策略的了解；三、透過資訊科技教育卓越中心，協助學校

發展校本教育科技策略；四、制訂「推薦教育科技名單」，減輕學校管理層採購科技時的行政負擔。

另外，局方亦應鼓勵教育業界内的交流，長遠提升資源及知識的互享風氣。具體方法包括：一、深化

T-標準+198，令教師了解自身在教育科技（包括策劃、教學、應用等）範疇的強弱，選定合適的專業

發展課程；二、在專業發展課程中增加觀課機會，並鼓勵教育界開放教室；三、為教師專業社群提供

津貼，發展開放的網上平台，長遠鼓勵資源和經驗互享。

4.2.4.	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培養年輕人的公民意識、國家觀念，以及國民身份認同感，是香港持續進步，繼續

在國家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關鍵。早於2017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

(2016-2025年）》就提到，要增強港澳臺青年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並且提高港澳臺

青少年交流計劃的實效，擴大交流規模，幫助港澳臺青年形成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認知、對祖國文化

的認同199。未來港府有必要深化這方面的工作，不能怠慢。

19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9）。〈「港深邊界區發展聯合專責小組」第三次會議（附圖）〉。《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4/27/P200904270220.htm
198	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於2018年推出	T-標準+，就「關愛學生的育才者」、「啟發學生的共建者」及「敬業樂群的典範」
三方面制訂自評工具及能力標準，用以讓教師更了解自己的能力，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發展課程。

199	中共中央、國務院（2017）。《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取自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89005.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904/27/P200904270220.htm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89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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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期檢視公民與國民教育的成效

政府近年制訂了《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公社科，都是完善公民及

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的重要措施。當中有部分內容散落於不同學科和以校本形式推動。由於

這些措施剛推行不久，有關成效有待觀察。不過，因應目前有受訪學生表示對相關措施的教學成效仍有

保留，當局宜在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大方向下，除了推動現行方法以外，亦可以考慮從一些青年較容易

接受的角度，甚至較軟性的手法着手。這除了要參考其他推動公民及國民教育已久的地方之經驗，亦要

評估現時在本地學校推動的相關課程之成效，例如透過定期研究、問卷調查和訪問等多角度了解學校的

執行情況及學生的學習進度，並適時提供支援或調整；從中了解哪種教學模式及範圍較能提升學生的

興趣及參與，以致能增加學生對課題的認識，確保有關措施能達到政策目標。

「我發覺好多時候，有好多呢類教育政策推行得好快，但係啲人個心係咪服呢？我

覺得個認同感係另一回事。例如學校要升國旗，年青人心底係咪好認同升國旗，

真係好清楚背後嗰個價值，喺呢一刻我見唔到。」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二、建立內地交流計劃成效評估機制、電子服務平台和創新計劃孵化器

除了教育課程，政府近年投放大量資源推動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隨着這些計劃的規模日益擴大，

當局有必要全面檢視所有接受政府資助的計劃（如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公社科中的內地考察活動），

制訂相應的成效評估機制和籌備交流活動的指引，以確保青年有愉快的經歷，從中了解和認同國家的

發展，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就着新制訂的成效評估機制，當局可增撥資源設立創新計劃孵化器，每年選出十個優秀和具創意的交流

活動，提供平台讓主辦方和其他活動團體進行分享和加強交流，以鼓勵現時的活動主辦機構按籌備活動

指引設計創新的內地交流計劃，進一步提升有關計劃的質素。另外，在本研究進行時，青年發展委員會

網站正建構「實習及交流活動一站式資訊平台」200，建議新平台可簡化有關活動的申請步驟，讓青年了解

主辦機構旗下活動過往的成效及評價，並讓他們參與活動後分享感想和評分。活動舉辦機構亦可就感想

和評分回應。這一來可方便青年選擇合適自己的計劃，二來能夠促進活動主辦方積極提升計劃質素。

三、推出「青春高鐵線」計劃

除了參加政府資助的內地交流或考察活動，不少青年也喜好「個人遊」形式體驗內地風土人情，認識

中華文化。這種自由度較大，靈活輕鬆的旅遊模式往往能讓人留下更深刻的體會。建議特區政府可與

國家部門協作，讓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全日制學生在每年暑假及冬季長假期期間，能以一個

優惠價錢（如300元）購買套票無限次乘搭中國高鐵。如果一開始開放所有高鐵站在行政上難以執行，

200	青年發展委員會（2022）。〈實習及交流活動一站式資訊平台〉。
	 取自https://www.ydc.gov.hk/tc/programmes/upcoming_activities_result.php?type=I&target=&destination=&date=&search=Y

https://www.ydc.gov.hk/tc/programmes/upcoming_activities_result.php?type=I&target=&destination=&date=&se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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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可先以城市點對點的方式開始，例如香港來回上海、香港來回拉薩和香港來回南京等，其後逐步增加

套票覆蓋城市。透過高鐵完善網絡，香港青年將可以遨遊中國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等，欣賞祖國的

錦繡河山和豐厚的文化底蘊。優惠價錢以外的乘搭中國高鐵費用由特區政府承擔。

「認同感其實好難靠書本去培養，反而係靠實質嘅經歷。所以應該要做多啲軟性

啲嘅嘢。我覺得最緊要係先拋開所有嘅政治諗法，俾青年多啲機會返內地淨係

上街頭度睇吓，睇吓有咩食，嗰度嘅文化係點，比起十年前有咩唔同。我覺得與其去講

硬實力，去講中史呀，不如從生活興趣入手，俾青年親身去感受內地嘅風氣同埋

社會文化。」（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4.2.5.	促進青年全人發展，啟迪終身學習

自2000年政府實施教育改革以來，全人發展一直是教育政策的重要方針201。可是多年以來，坊間普遍

仍重視學術成績多於全人發展，這很大程度是因為前者是大學收生機制的主要考量，更有助學生獲取

較佳的升學機會。加上普遍僱主傾向以學歷為首要聘用準則202，令學術成績進一步成為衡量學生成就的

最重要指標。在這股風氣下，雖然香港學生的學術表現在2018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中，

在七十多個參與經濟體之間名列前茅，如「閱讀」和「數學」排名第四、「科學」排名第九203，但同時

亦為學生帶來沉重的學業壓力，影響身心健康發展，正如本章節的當下挑戰部分一「4.1.1.	 學生學業

壓力過重」所提及的一樣。因此，當局宜考慮以下建議，致力平衡青年在學術與學術以外的個人成長與

發展，兩者不可偏廢。

一、制訂及完善中、小學全人發展框架

MWYO於2019年的「全人發展新路向—香港中學生全人發展框架」報告就指出，儘管教育局曾發布

各個提及全人發展的課程指引，但學校、教師與青年工作者等不同持份者對相關指引各有詮釋，很多時是

視乎能否獲得外界或政府資助而決定向學生提供哪些課外活動。由於沒有一個全面、具體講求均衡發展

的框架，這可導致有關政策、課程和活動在設計與推行上欠缺連貫和一致性，不同學校之間的執行成效

亦變得參差。因此，建議當局應諮詢教育界和相關持份者，制訂清晰的中、小學全人發展框架，其中可

參考上述報告建議的各種核心能力（如生活技能、關係素養、公民素養）、技能（如自主技能、文化

欣賞、環境意識）與價值觀（如自我價值、責任感和樂觀），為教育界和青年工作領域的全人發展提供

指導基礎。

201	課程發展議會（2000）。《學會學習		課程發展路向諮詢文件》。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learn-learn-1/overview-c.pdf
202	黎卓然（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203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Hong	Kong	(China)	Student	Performance	(PISA	2018).	
Retrieved	from	https://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HKG&treshold=10&topic=PI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cs-curriculum-doc-report/learn-learn-1/overview-c.pdf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https://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HKG&treshold=10&topi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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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小學及初中階段的另類教育

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一般指有別於傳統教育制度下的教與學模式，它根據學生的個人學習

興趣和需要，設計創新、靈活和特別的課程和教學活動讓學生選擇204。建議教育局可參考其他地方的推行

經驗（如台灣），研究在本地各小學及中學以試驗性質推行另類教育的可能性，加強多元學習體驗。

執行上校方可讓小一至中三的學生在每星期有一個下午的時間（如逢星期五）進行另類教學，內容設計上

可參考上述的中、小學全人發展框架，助學生得到更多元化的發展，並讓不適合傳統教學模式的學生

嘗試另一種學習體驗，增加他們的自我認識和提升學習興趣。

三、適度檢討評核學生能力的方法

近年坊間有些中學以至大專院校開始探討加入另類成績表的可能性。例如2021年香港都會大學推出

「輔助學習成績表」，記錄學生的課外活動情況、個人反思及從中應用到的各項共通能力，希望日後求職

時僱主更了解他們的多元能力205。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亦會為學生簽發「課外發展證書」，記錄

他們參與課外發展活動的情況，旨在鼓勵青年終身學習和增加其升學及就業的競爭力206。為鼓勵僱主

以至社會接受及認可這些評核方法，當局需與學界、教育界、僱主代表、人力資源顧問公司，以及資歷

評審機構（如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等持份者商議出一套評核準則或框架並加以推廣，鼓勵更多

中、小學使用，同時讓大學在錄取學生，以及僱主在招聘員工時加以考慮。這不但能讓高等教育院校和

僱主對申請者有更全面的認識，亦能促使學生與家長更重視全人發展。

四、設立青年（內地或海外）休學年和休假津貼計劃

政府近年致力推廣生涯規劃，鼓勵中學生及早計劃將來並推動多元出路。然而，正如有關焦點小組的

受訪者以至坊間其他調查均反映，學校現時推動生涯規劃的措施，大多聚焦於升學和就業部分，這無疑

為學生提供了實用資訊，但卻容易忽略更基本的「生涯」規劃，令學生缺乏探索學業或工作以外範疇的

空間。因此，建議教育局設立休學年津貼計劃，針對選擇進行半年至一年休學年到其他地方體驗生活的

剛離校中六畢業生，給予經濟及生涯規劃方面（如學校生涯規劃諮詢服務）的支援，讓他們到不同地方

嘗試不同活動，探索自我，從而明確個人發展方向。申請者須提交計劃書闡述申請休學年的目的、活動

規劃、預期成效等內容。在成功申請後，申請者須回母校給師弟師妹分享休學年的心得見聞，協助有關

生涯規劃教育的活動。

204	Anne	Sliwka	(2008).	THE	CONTRIBUTION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ceri/40805108.pdf
205	星島日報（2021）。〈都會大學推計畫規範化課外活動	展現軟技巧能力助求職〉。《星島日報》。
	 取自https://hk.news.yahoo.com/都會大學推計畫規範化課外活動-展現軟技巧能力助求職-100800283.html
206	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2019）。〈課外活動證書〉。
	 取自https://sao.cpce-polyu.edu.hk/tc/our-services/recognition/co-curricular-achievement-transcript/index.html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ceri/40805108.pdf
https://hk.news.yahoo.com/都會大學推計畫規範化課外活動-展現軟技巧能力助求職-100800283.html
https://sao.cpce-polyu.edu.hk/tc/our-services/recognition/co-curricular-achievement-transcrip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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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概念也可應用到在職青年身上，當局可為有意進行半年至一年休假（Sabbatical）、並希望有

進一步事業或學業發展目標及計劃的青年提供生活津貼，減低休假期間的財政壓力，並協助他們豐富

閱歷，發掘更多未來方向。這些申請者同樣須提交計劃書闡述申請休假的目的、活動規劃、預期成效等

內容。由於這些青年大多有工作經驗及積蓄，休假津貼金額應較休學年津貼的低。

建議每名青年只可參與上述兩項計劃各一次。兩項計劃名額每年各1,000個，當中一半名額讓青年到

內地，另一半則讓打算去其他國家的合資格青年申請，特別是一帶一路成員國家。申請者需保留簽證或

交通住宿記錄，以證明他們到達當地。成功申請者結束休學年或休假後，他們須協助推廣教育局或學校

安排的生涯規劃教育活動，例如與其他青年分享參與計劃後的得着。

「我覺得呢個（休學年和休假津貼）係一個好好嘅方向，去鼓勵青年，令佢哋能夠

去做一啲佢哋自己無機會去做嘅嘢，或者無資源去做嘅嘢。」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政府要有個信任喺度，個政策唔應該淨係取決於量唔量度到個效果。我唔係要你

攞到啲咩返嚟，我係要你話俾我聽你玩咗啲咩、去咗邊度玩、你見到啲咩。你可以

做一個分享比低年級學生聽，或者寫個報告、整件產品都得。」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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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享會：青年對大灣區就業的憂慮及應對方法》5





當下挑戰

一、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單一，衍生不同青年就業
問題

• 影響青年事業發展的選擇
• 高技術職位數目升幅不及高學歷青年人口，

導致職位錯配和在職貧窮問題
• 大灣區能提供更大的事業發展空間，惟青年

仍有顧慮

一、突破地域空間，創造多元和靈活的事業發展
途徑

1. 發展本地新興經濟產業，提供多元化就業市場
 • 制訂「香港新興產業振興藍圖」
2. 握緊大灣區發展機遇，為青年創造更多可能性
 • 提供大灣區就業平台和支援
 • 加強大灣區各城市的人才循環
 • 評估香港青年大灣區就業的相關計劃
 • 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體育文化及交流
3. 締造有利創業環境
 • 加強中學的「開拓與創新精神」教育
 • 設立一站式青年創業服務網，建設創投 

  配對平台
 • 制訂指定向初創企業採購的產品和服務 

  清單，以及目標比例

二、青年創業支援有待完善

• 青年誤解創業或低估風險
• 支援計劃種類繁多、審批過程繁複
• 政府工作程序和法規不合時宜
• 初創企業難在私人資本市場找投資者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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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由校園走進職場，意味着進入新的人生階段。過程中他們會面對各種新挑戰和要求，若然能夠發揮

所長把工作做好，不但能夠獲得滿足感和加強自我肯定207，而且工作所帶來的財富收入、聲譽和社會

地位的提升更可以促進青年在社會向上流動和作出貢獻208。然而，面對轉變的過程，年輕人亦有機會

出現困惑、迷茫和遇上挫折209。較嚴重的更可能會面對失業，導致自我認同感受挫210。部分青年或會

自此失去探索的勇氣而對工作失去期望、興趣和熱情，令社會發展放緩，甚至有損社會穩定211。因此，

藍圖必須確保青年順利從求學階段過渡到工作階段，為他們創造足夠和優質的就業機會，並為有志創業

的年輕人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提高他們的競爭力以應對21世紀勞動市場上的挑戰。

綜合本研究的焦點小組意見及文獻資料，過去數年青年在工作範疇正面對一些主要挑戰，為此本報告

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建議，有關扼要如下：

表八：當下挑戰和發展目標扼要

207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8）。〈青少年生涯發展服務培訓計劃教材套：第三部〉。
	 取自https://resources.hkedcity.net/resource_detail.php?rid=234200204
208	通識．現代中國（2020）。〈社會流動〉。
	 取自https://ls.chiculture.org.hk/tc/idea-aspect/491
209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18）。〈青少年生涯發展服務培訓計劃教材套：第三部〉。
	 取自https://resources.hkedcity.net/resource_detail.php?rid=234200204
210	王大維（2018）。〈失業的心理社會衝擊與調適歷程及其諮商策略之探討〉。《全球心理衛生E學刊》2010年，1卷1期，01-22頁。
取自http://gmhej.heart.net.tw/article/EJ1-1-1.pdf

211	智經研究中心(2013)。	
	 取自http://www.bauhinia.org/assets/document/doc189cht.pdf。
	 查詢日期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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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sources.hkedcity.net/resource_detail.php?rid=234200204
http://gmhej.heart.net.tw/article/EJ1-1-1.pdf
http://www.bauhinia.org/assets/document/doc189c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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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業專才教育被視為次等選擇

• 職業專才教育被認為是給成績較差的學生修讀
• 青年期望政府去除大眾對職業專才教育的

負面標籤

六、生涯規劃教育的就業支援不足

• 學校教師未能提供足夠的就業資訊
• 目前給中學生的優質實習和培訓機會不足
• 青年有興趣到外地工作實習，但相關計劃內容

有待改進

三、促進青年充分就業，提供足夠的職前培訓
和就業支援

1. 提供多元實習機會，涵蓋不同學歷背景的青年
 •  設立中學生暑期實習計劃
 • 教育局成立中學實習諮詢及支援辦事處
 • 資助企業開設實習職位
2. 增加青年內地和海外工作機會，並提升有關

計劃質素
 • 檢討內地與海外實習計劃成效，建立電子 

 服務平台
 • 完善「工作假期計劃」配套
 • 增設大灣區「工作假期計劃」
3. 為不同背景和選擇的青年移除就業障礙
 • 為彈性就業青年研設勞工保障
 • 鼓勵企業改變招聘時的考慮側重

發展目標

二、提升本地人力資源質素，迎接勞動市場的
急速變化

1. 加強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 改革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匯報方法
 • 推動大學與職業專才教育學院之間的學分 

 互認機制
 • 完善資歷架構，涵蓋更多行業和課程
2. 具備超前思維，掌握勞動市場未來動向
 • 定期研究及預測香港未來工作趨勢
 • 設立校外顧問團隊，協助推行中學生涯 

  規劃教育
 • 鼓勵企業培訓僱員獲得新技能

三、青年勞動人口下跌可衍生社會問題

• 青年勞動人口及參與率下跌
• 撫養率提高及生產力下降

四、新冠疫情給青年就業帶來嚴峻挑戰

• 青年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因疫情高低起伏
• 成績一般的剛畢業青年面臨的就業因難更大
• 疫情改變行業工作生態，青年感到未能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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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當下挑戰

5.1.1.	香港經濟產業結構單一，衍生不同青年就業問題

一、影響青年事業發展的選擇

綜合討論工作議題的焦點小組意見，青年認為香港的經濟結構過分傾斜於某幾個行業，導致年輕人可以

選擇的出路有限。他們指如果年輕人打算投身金融業、科技業或成為公務員，那麼他們的前景普遍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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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和穩定的發展。可是，若然青年對文創、體育或中醫行業等有興趣，其發展空間在香港則很小和

不穩定。有受訪者提到產業結構單一的問題已經存在多年，以往不同屆別的政府都有嘗試發展其他新興

產業，惟情況未見有明顯改變。

另外，受訪青年更表示，社會上有種聲音常說「求學不是求分數」、「讀大學不是唯一出路」，可是實際上

無人能肯定說出社會有甚麼選擇給那些沒有上過大學的青年。就算考上大學，他們的職業選擇很大程度

也受本地產業結構影響，因此在大學選擇主修科時，也偏向金融、工商管理、會計和法律等科目。

然而，並非所有青年都對這些行業感興趣和具備相關才能，勉強入行亦難以發揮所長和獲得滿足感。

「我覺得依家青年可以揀嘅出路好窄。如果你想做公務員、銀行或者金融相關嘅工作，

或者依家做科創，咁我都覺得仍然係好多機會可以去上流。但係例如話文化體育，

咁個前景可能唔係太好。咁當然啦，依家有YouTube，或者有幾個出名運動員，但係

個市場就剩係得香港咁細，嗰啲機會係好少。」（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參考政府統計處數據，長久以來香港的產業結構主要由「四大支柱產業」組成，當中包括金融服務、

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行業。由2010年至2020年間，這四大產業的總增加價值佔

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一半（55.1%至58.5%之間）。單在2020年，傳統四大產業就僱用了1,504,200人，

佔總就業人數的41.1%212。根據勞工及福利局《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這四大行業的人力需求

推算到2027年更達1,909,900人213，比2020年僱用人數多27.0%。相反，其他特定行業，包括文化及

創意產業、醫療產業、教育產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檢測及認證產業、環保產業、航空運輸和體育及相

關活動仍有待進一步發展。它們的總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2017至2020年間只徘徊大概

13%左右。八個行業的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百分比在同期亦介乎約17%至18%之間214。

事實上，香港經濟結構問題早在2009年的施政報告已有提及215，歷屆行政長官亦不是沒有嘗試應對。

例如曾蔭權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216、梁振英強調創科和「再工業化」217，而現屆林鄭月娥亦在這

212	政府統計處（2021）。《香港經濟的四個主要行業》。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FA100099/att/B72112FA2021XXXXB0100.pdf
21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9）。《2027	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取自https://www.lwb.gov.hk/tc/other_info/mp2027_tc.pdf
214	政府統計處（2022）。〈表220：選定行業的增加價值及就業人數〉。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220#
21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9）。〈旅遊業〉。《2009-10施政報告》。
	 取自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15.html
21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09）。〈旅遊業〉。《2009-10施政報告》。
	 取自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15.html
217	香港政府新聞網（2017）。〈撥180億推動創科〉。
	 取自https://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1/20170118_110054.shtml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FA100099/att/B72112FA2021XXXXB0100.pdf
https://www.lwb.gov.hk/tc/other_info/mp2027_tc.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220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15.html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p15.html
https://www.news.gov.hk/tc/categories/finance/html/2017/01/20170118_1100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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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範疇多次注資218，並建議在政府架構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219。然而，十多年過去，有關問題

仍未見顯著改善。成效不彰的原因複雜，當中可以是歷屆政府沒有一致的產業政策目標和共識、政策

執行力度等問題。當局應制訂對策，檢視以往的措施，找出問題根源。因為本地經濟產業單一，無疑

限制了青年的工種選擇和事業發展，亦會影響他們的工資水平。

「依家特首係成日講體育，我記得以前梁振英都講過文化，再去到曾蔭權嗰陣，講嗰啲

青年創意、六大產業。再早啲，董建華講中藥港、數碼港、西九啦，有邊一樣嘢係

成效顯著？西九文化區去到今年（2021年）先搞得掂，回歸講到依家，如果我有個

仔，廿幾年嘅時間佢由小學都已經讀到大學。」（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二、高技術職位數目升幅不及高學歷青年人口，導致職位錯配和在職貧窮問題

在經濟結構依賴傳統四大支柱產業的背景下，有關焦點小組的受訪青年認為香港的優質工作機會不多，

就業市場未能創造足夠的高技術職位（如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輔助專業人員），故部分學歷

較高的青年只能從事一些較低技術和低薪酬的工作（如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非技術

工人）。當問及何謂「優質工作」，綜合受訪者的意見，他們認為主要包括工資水平與個人能力或學歷

相符、有明確的升遷或職業發展階梯，以及能獲得工作滿足感等幾項要素。

根據新論壇和新青年論壇《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市場上較高技術職位的數量由

1999年的911,300個（佔所有勞工職位比例32.9%）上升至2019年的1,469,600個（佔所有勞工職位比

例46.5%）。可是，在同一時期大學學歷勞工數量由407,600人（佔所有勞工比例14.7%）大幅上升

至1,110,100人（佔所有勞工比例35.1%），升幅超過高技術職位的增長速度。在此背景下，該報告指

在1999年至2019年期間，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學學歷勞工數量由46,500人增至179,900人，佔所有

大學學歷勞工的比例由11.4%上升至16.2%220。

218	星島日報（2018）。〈【施政報告】200億注資「研究基金」	撥40億加速再工業化〉。
	 取自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moyGpp
21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2）。〈政府架構重組〉。
	 取自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2201/12/P2022011200283_385380_1_1641983877795.pdf
220	新論壇、新青年論壇（2020）。《香港各世代大學生收入比較研究報告》。香港：新論壇、新青年論壇。
	 取自https://www.ncforum.org.hk/file/upload/file_1008_hZn.pdf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moyGpp
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2201/12/P2022011200283_385380_1_1641983877795.pdf
https://www.ncforum.org.hk/file/upload/file_1008_hZn.pdf


高技術職位數量及
其佔所有勞工職位比例

大學學歷勞工數量及
其佔所有勞工比例

從事低技術職位的大學
學歷勞工數量及其佔所有
大學學歷勞工比例

1999年 911,300
（32.9%）

407,600
（14.7%）

46,500
（11.4%）

1,469,600
（46.5%）

1,110,100
（35.1%）

179,900
（16.2%）

＋558,300
（＋13.6百分點）

＋702,500
（＋20.4百分點）

＋133,400
（＋4.8百分點）

資料來源：新論壇、新青年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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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間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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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高技術職位數目與高學歷青年之關係

值得留意的是，較高技術職位的薪酬與較低技術的差距甚遠。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第三季（7月至

9月）的數據顯示，在所有主要工作所屬職業中，每月收入中位數最高的為專業人員（48,000元）、經理

及行政級人員（45,000元）和輔助專業人員（23,000元）。其他屬較低技術的職業，例如文書支援

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和非技術工人的每月收入中位數只介乎12,000元至18,300元221。

較高技術和較低技術工作之間的薪酬差距明顯，有機會造成高學歷青年在職貧窮問題。政府《2020年

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指出，25至29歲貧窮青年中，逾三成為在職貧窮（30.5%），當中近五成半擁有

專上教育程度，屬於較高學歷人士（54.1%）222。更甚的是，學歷越高，面臨失業問題越大。根據立法會

的研究文件，大學研究院研究課程畢業生的失業率在2004至2019年間一直高於學士畢業生。其失業率

在2019年更達5.0%，相比之下，學士畢業生的失業率為2.8%223。這或多或少反映本地就業市場未能

充分吸納研究專才，這對香港持續發展創新經濟造成的影響值得思考。

「我就覺得香港嘅優質工作機會真係唔多。始終佢個經濟結構已經側向咗一邊，好難

滿足到香港咁多人。如果你嘅興趣唔係做金融地產呢類行業或者其他專業人士，就算

你讀到大學、碩士、博士都唔代表你搵到錢。」（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三、大灣區能提供更大的事業發展空間，惟青年仍有顧慮

面對本地經濟結構單一和市場狹窄的問題，有關焦點小組的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大灣區的發展規劃對

青年而言是一件正面的事，它能給予年輕人有更多工作選擇。他們指大灣區的發展前景較香港優越；它

市場較大，行業種類較多，而且不少仍在急速發展，因此相關的工作機遇和晉升機會都較多。

221	政府統計處（2021）。《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		2021年7月至9月》。香港：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01/att/B10500012021QQ03B0100.pdf
22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0）。《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政府統計處。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9XX0005/att/B9XX0005C2020AN20C0100.pdf

223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1）。〈畢業生的前景〉。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issh33-graduate-prospects-20210812-c.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1050001/att/B10500012021QQ03B0100.pdf
https://www.censtatd.gov.hk/en/data/stat_report/product/B9XX0005/att/B9XX0005C2020AN20C0100.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issh33-graduate-prospects-2021081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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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香港依家成個氣候俾人感覺都係投機、炒賣、房地產嗰啲。我覺得大灣區係

一個機會俾每一個地方重新發展，大家可以融合埋一齊做一啲真係關於創科或者

其他產業嘅嘢，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方向。」（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我自己睇呢係大灣區會有好多機遇同好高嘅晉升階梯。因為可能你啱啱入職人工

真係低過啲本地畢業生，咁但係如果你努力嘅話，向上流嘅機會係比起喺香港

多好多，所以個升幅都會高好多咁樣。」（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從創業角度嘅話，當然國內無論消費者市場還是其他市場都好，一定大過香港。

即係莫講話成個中國，講一個灣區，可以帶來嘅商業機會一定係多啲嘅。」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然而，不少受訪者亦提出很多憂慮，當中可分為出於不同理由而無興趣到大灣區工作，以及有興趣但有

實際行動上的顧慮兩種。針對前者，受訪青年指現時很多年輕人對到內地工作仍有抗拒心態，箇中原因

包括政治觀點不同、未能適應內地生活和職場文化，以及語言困難等問題。至於有關後者，受訪者主要

擔心自身競爭力不及內地青年，並害怕「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224完結後，有關公司不能以原有的工資

水平繼續聘請他們，屆時他們不論繼續在當地工作還是回流香港，都將面臨前景不確定的問題。

MWYO於2021年12月發表的《香港青年大灣區就業觀點研究報告》發現，有12.5%受訪本地青年

(代表約18萬人）225對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全職就業有興趣，比率較2019年同系列的調查輕微下跌，而

青年對內地的觀感是影響興趣的最大因素。當中，最負面的首兩項是資訊自由（86.4%）和民主法治

(84.7%），接着是食物安全（79.6%）、環境保護（76.4%）和醫療衛生（73.8%），最少比例表示負面

的是社會治安（64.4%）。其次，雖然青年比以往更積極搜尋相關資訊及尋找大灣區的工作，這可說是

一個正面現象，不過有逾六成受訪者表示對大灣區的規劃發展政策不認識（62.6%），逾七成認為大灣區

就業資訊不足夠（70.9%），顯示在這方面的資訊仍有改善空間。

關於「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方面，MWYO的報告發現此計劃能有效吸引更多青年往大灣區就業，但

青年對此計劃仍存有隱憂。當中較主要的顧慮包括：與在留港發展的比較、能否成功被聘用、被聘用後

能否適應當地工作文化、與內地同事的關係（尤其拿取比別人更高薪金水平）、其他個人及家庭配套

(例如個人進修機會、當地有否照應、在港家人安排等），以及計劃結束後的發展（例如能否維持薪金

224	香港行政長官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目的是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有業務的企業，聘請及派
駐本地大學或大專院校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此計劃內容是資助相關企業聘請2019至21年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完成學士或
以上課程的畢業生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月薪不低於18,000元，津貼期最長18個月。政府會按企業聘用的每名畢業生，發給企業
每人每月10,000元的津貼，為期最長18個月。

225	政府統計處（2022）。〈表1B：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人口〉。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B#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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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回流香港的阻礙、留在內地發展的機會等）。因此，關於「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往後的跟進及

評估則相當重要，讓已參加的青年有所得着，未參加的青年有例可循226。

「我覺得而家好多青年人，因為心入邊真係好抗拒，礙於政治取態唔會返大陸，唔想同

內地人溝通。但係當你真係返過內地，你同佢有溝通相處同連結，咁心入邊會無咁多

怨恨無咁多抗拒。我覺得都係開發緊自己另外一啲可能性。」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其實內地已經好多大學畢業生，我哋去到個競爭力喺邊？憑咩有一席位呢？『大灣區

青年就業計劃』資助青年有萬八蚊人工，咁個計劃完咗之後呢？你究竟係喺內地搵

第二份工、定係創業、定係返嚟香港呀？政府出一半人工，啲公司就可能會請，

咁但係無咗資助，我哋係咪仲有競爭力搵到呢個價錢或者更高嘅價錢？」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5.1.2.	青年創業支援有待完善

一、青年誤解創業或低估風險

部分青年離開校園後或作為僱員工作一段時間後，都會選擇創業，實現工作上的另一種理想。然而，在

創業方面，綜合討論青年創業議題的焦點小組資料，受訪者提出不少正面對的挑戰。首先，他們提到

現時有很多青年對創業沒有充分理解，傾向把目光只投向美好一面，例如是成功賺取利潤或作為僱主能

受人尊敬，卻忽略創業過程中的辛酸和風險。他們認為香港的教育未有充份裝備年輕人一些在創業路上

十分重要的人生態度，包括面對失敗的勇氣、堅毅和具備開創精神等。因此，不少青年往往因為對創業

存在誤解或低估其風險而失敗告終，並後悔浪費了寶貴的金錢和時間。

「創業唔係每一個人都適合，你要準備隨時最終得個桔。我唔覺得後生仔係識得

呢樣嘢。即係大部分人見到嘅都係好風光嘅一面，但係喺背後，幾日無食飯，擔心下個月

交唔到租，煩緊幾時可以擴展業務，呢啲嘢唔係好多人去分享。」

（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年輕創業家）

「我覺得要由中小學嘅教育開始，要放多少少資源去教育個心態。例如係失敗中爬起身

呢個心態、在失敗中成長嘅態度啊。呢個心態唔只對創業有用，其實喺你人生其他

方面，做人態度、職業階梯都會有所幫助。」（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年輕創業家）

226	羅祥國、黎卓然、陳朗軒（2021）。《促進人才流動	香港青年大灣區就業觀點研究》。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details.php?id=131&page=1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details.php?id=13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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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援計劃種類繁多、審批過程繁複

其次，在金錢支援方面，有受訪青年表示目前政府確實提供了不少平台和資助支持初創企業發展，但

市面上的計劃五花八門，部分資助申請審批過程十分繁複和冗長，坊間一些專為初創企業寫計劃書申請

政府資金的收費服務應運而生。在此情況下，部分創業青年除了因資訊繁雜而難以找到適合的項目，

更會因為沒有足夠資源應付申請資助計劃的行政成本而處於不利地位。受訪者均希望當局可進一步簡化

有關資助計劃的申請程序和時間。

「我覺得香港喺呢方面嘅資源有好多，但係好似無焦點，有啲似錢太多為搞而

搞嘅感覺。我覺得平台係好重要，係要有全面啲嘅資訊，有策略咁幫助青年創業。」

（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年輕創業家）

另外，參考香港貿發局於2021年的研究文章「初創在香港：創業生態系統的優勢和弱點」（下稱研究

文章），近年市場對政府創業培育計劃的需求增加，有關計劃的成功申請率則下降。例如科學園創業

培育計劃的成功申請率由2015至16年度的48%，下降至2018至19年度約30%，而數碼港雖然在2016年

將資助名額加倍，但有關成功申請率在2018至19年度仍然只有16%。未能成功申請政府資助的初創企

業或需在私人資本市場尋找天使投資者，惟該研究發現只有小部分人成功在創業初期從私人市場募資，

原因是本地的活躍的投資者不多，而當創業者轉移尋找海外投資者時，卻經常因投資規模遠超公司

能力，難以達到投資者的利潤目標而告吹227。

三、政府工作程序和法規不合時宜

在非金錢支援方面，參與討論青年創業焦點小組的受訪者表示，有些創業範疇需具經驗或專業人士提供

指引，以符合政府的法例或規管要求。可是，當局未有針對不同範疇整合資源提供協助或靈活調整

規例，往往導致創業者在關鍵時刻未能滿足所有行政程序而窒礙了企業的成長。研究文章亦指出，目前

政府某些工作程序和法規因不合時宜或過分僵化而為人詬病。不少初創企業講求創新，希望突破傳統

做法，故有機會牴觸現有法例，例如有企業因在工廠大廈嘗試發展室內農場而遭當局因不合法改變工廠

用途被票控。當創業者向當局提出政策建議或推薦創科產品時，政府經常因沒有先例可循而遲遲未有

確切答覆，導致初創企業耗費大量時間和資源與政府各部門周旋，失去迅速回應市場需求的先機228。

「我有個創業朋友喺科學園做風力發電嗰啲嘢，佢唔係轉嗰啲風扇，係一碌棍咁

棟係度發電，都幾得意同美觀嘅。但係佢想喺科學園度放出嚟用，就點都做唔到，

又要問路政署又要招標又剩。」（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年輕創業家）

227	馮凱盈（2021）。〈初創在香港：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概況〉。《經貿研究》。
	 取自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jYwMTUyNDYy
228	馮凱盈（2021）。〈初創在香港：創業生態系統的優勢和弱點〉。《經貿研究》。
	 取自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jY2Mzc0Njkz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jYwMTUyNDYy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jY2Mzc0Nj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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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創企業難在私人資本市場找投資者

此外，有關焦點小組的受訪年輕創業家表示，客戶缺乏信心是另一大挑戰。因為初創企業缺乏往績和

口碑，所以不少客戶傾向避開風險向傳統大企業購買產品或服務。受訪者指，爭取客戶信心固然是

創業者的主要責任，但政府若然能夠發揮牽頭角色支持初創產品和服務，鼓勵轄下部門和公營機構增加

使用，這無疑有助加強業界對初創企業的信心和提升其知名度。研究文章顯示，近四成受訪初創企業

認為難以取得客戶信任是他們面對的首要挑戰之一（39%），尤其是本地企業對創新科技產品態度仍然

保守229。他們希望當局可充當先導者的角色，更多的採用初創企業的產品或服務。

「其實呢個唔係純粹政府俾資金嘅問題，反而係佢要營造一個環境鼓勵大家去創新

同埋試一啲新嘢。譬如內地好鼓勵政府部門用一啲創新產品項目，尤其是係用啲

年輕人嘅產品。咁樣佢哋先有個發展，同埋至少政府部門肯用會有個認可喺度，

我覺得香港政府應該要做多啲。」（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年輕創業家）

5.1.3.	青年勞動人口下跌可衍生社會問題

一、青年勞動人口及參與率下跌

根據政府統計處資料，過去20年，15至29歲青年勞動人口230及勞動參與率231均見下跌趨勢（見表十），

反映越來越少年輕人投入勞動市場232。其背後主要原因有三：一、香港整體生育率低，導致青年人口

下跌；二、新一代有更多和更好的教育機會，驅使他們選擇繼續進修而延遲就業233；三、青年選擇離開

香港勞動力市場，這可能是因為移民或到外國讀書234。

229	馮凱盈（2021）。〈初創在香港：創業生態系統的優勢和弱點〉。《經貿研究》。
	 取自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jY2Mzc0Njkz
230	勞動人口是指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並符合就業人士或失業人士的定義。公共機構／社團院舍的住院人士及水上居民並不
包括在內。

231	指勞動人口佔所有15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
232	政府統計處（2016）。〈表E020：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	(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表1.1A）〉。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scode=200&pcode=D5250024

23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7）。〈香港勞動人口結構的轉變〉。《二零一七年經濟概況及二零一八年經濟展望》。
	 取自https://www.hkeconomy.gov.hk/tc/pdf/box-17q4-c6-1.pdf
234	程雪（2020）。〈與黃洪對話．上｜讀懂就業不足數字	香港勞動市場面臨何種危機？〉。《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559500/與黃洪對話-上-讀懂就業不足數字-香港勞動市場面臨何種危機

https://research.hktdc.com/tc/article/NjY2Mzc0Njkz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scode=200&pcode=D5250024
https://www.hkeconomy.gov.hk/tc/pdf/box-17q4-c6-1.pdf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559500/與黃洪對話-上-讀懂就業不足數字-香港勞動市場面臨何種危機


年份 勞動人口
（’000）

15至19歲 20至24歲 25至29歲

參與率
（%）

勞動人口
（’000）

參與率
（%）

勞動人口
（’000）

參與率
（%）

2000 76.0 16.6 326.1 73.8 442.9 90.4

2005 62.4 14.4 300.0 68.9 389.7 89.3

2010 41.3 9.7 257.9 59.5 414.7 88.4

2015 44.0 12.2 269.9 61.9 409.0 88.1

2020 19.9 7.3 211.6 56.4 389.5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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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青年勞動人口及勞動人口參與率（2000年至2020年）

註：以上數字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

二、撫養率提高及生產力下降

年輕勞動人口減少有機會衍生的社會問題包括：一、撫養比率提高，增加社會及家庭負擔235；二、生產力

下降，影響整體本港的社會經濟發展及公共財政。面對人口高齡化令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持續投放

更多資源培育年輕人才，提升人力資本質素，對香港保持競爭力和生產力，以及持續邁向高增值和知識型

的經濟，越來越重要236。

5.1.4.	新冠疫情給青年就業帶來嚴峻挑戰

一、青年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因疫情高低起伏

政府統計處資料顯示，在2015至2019年期間，15至29歲青年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有所改善（見表

十一），大致呈下跌趨勢，惟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令他們的失業率較2019年急升近一倍，而就業不足

率更上升三倍（20至29歲）和五倍多（15至19歲）。與15歲及以上整體失業率比較，15至19歲青年

失業率一直是整體的三至四倍，而20至29歲青年是整體的一倍多237,238。為此政府推出一系列應對措施

支援年輕人就業（見表十二）。

235	程雪（2020）。〈與黃洪對話．上｜讀懂就業不足數字	香港勞動市場面臨何種危機？〉。《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559500/與黃洪對話-上-讀懂就業不足數字-香港勞動市場面臨何種危機
236	政府新聞網（2020）。〈培育青年	投資未來〉。
	 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5/20200510/20200510_102404_254.html
237	政府統計處（2022）。〈表E036：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勞動人口、失業人數及失業率〉。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D5250040&scode=200
238	政府統計處（2022）。〈表14：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就業不足率〉。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4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559500/與黃洪對話-上-讀懂就業不足數字-香港勞動市場面臨何種危機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5/20200510/20200510_102404_254.html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D5250040&scode=200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4


年份 失業率
（%）

15至19歲 20至29歲 15歲及以上

就業不足率
（%）

失業率
（%）

就業不足率
（%）

失業率
（%）

就業不足率
（%）

2015 14.3 2.8 5.9 1.2 3.3 1.4

2016 13.8 2.3 5.9 1.5 3.4 1.4

2017 11.1 1.8 5.7 1.4 3.1 1.2

2018 10.2 1.0 5.5 1.4 2.8 1.1

2019 10.0 0.9 5.4 1.2 2.9 1.1

2020 18.9 5.2 9.9 3.6 5.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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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青年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2015年至2020年）

表十二：支援年輕人就業措施

項目 內容

「特別・愛增值」計劃

(2019年10月起）239
為疫情期間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提供職業培訓、就業跟進服務和每月上限
為5,800元的津貼，當中包括青年培訓課程，涵養12個行業和通用技能
領域，並提供工作體驗機會240。

「創造職位計劃」

(2020年起先後推出

兩輪）

合共預留約132億元預算，透過公私營機構推出約60,000個有時限職位，
其中約10,000個崗位是為應屆畢業生而設，適合沒有工作經驗的年輕人241。

「展翅青見計劃」242

優化措施（2020年

9月起）

一方面為此計劃下獲聘的青年提供留任津貼，從而鼓勵他們接受和完成
約6至12個月的在職培訓，另一方面為聘請在職培訓學員的僱員增加津貼
補助，鼓勵他們進一步聘用年輕人243。

「就業創前路」項目

(2021年5月至8月

期間）

為有意投身社會工作的中學畢業生提供職前培訓和就業支援，協助他們
掌握最新市場就業資訊，計劃職業發展路向和提升競爭力，當中估計有
7,000人受惠244。

23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十五題：「特別‧愛增值」計劃〉。《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1/27/P2021012700207.htm
240	僱員再培訓局（2021）。〈「特別．愛增值」計劃〉。
	 取自https://www.erb.org/scheme/tc/Main/
24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二十二題：創造職位計劃〉。《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07/P2021070700252.htm
242	「展翅青見計劃」透過勞工處、僱主和服務機構的通力合作，為15至24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青年人，提供全面的求職
平台，配合一站式和多元化的職前和在職培訓，幫助青年人認識自我和職業志向，豐富他們的工作技能及經驗，以提升就業競爭力。

243	展翅青見（2019）。〈「展翅青見計劃」優化措施〉。
	 取自https://www.yes.labour.gov.hk/Yetp/Other/Enhancement
24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就業創前路」助中學畢業生計劃未來〉。《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5/P2021050400215.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1/27/P2021012700207.htm
https://www.erb.org/scheme/tc/Main/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7/07/P2021070700252.htm
https://www.yes.labour.gov.hk/Yetp/Other/Enhancement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05/P2021050400215.htm


失業率
（%）

15至19歲 20至29歲

就業不足率
（%）

失業率
（%）

就業不足率
（%）

12/2018 – 2/2019 8.6 * 4.9 1.4

12/2019 – 2/2020 11.4 5.5 6.0 1.2

12/2020 – 2/2021 16.9 8.4 10.6 4.2

12/2021 – 2/2022^ 14.1 6.3 5.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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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青年就業起點」

(Y.E.S）245青年就業

支援中心

推出「職途快活人」特備項目，提供職場培訓課程246。

多個大型及地區性和

網上招聘會

如：職場創新機招聘會、展翅青見夏日招聘浪接浪，搜羅合適青年的職位
空缺，讓他們可即場與各行各業的僱主進行面試247。

由於過去兩年多疫情持續反覆，縱使以上各項政策措施有一定效用，青年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亦出現

起伏，未能回落至疫情前的水平（見表十三）248,249。加上2022年初本地第五波疫情爆發，其嚴重程度是

香港前所未有，本地經濟及不少行業因而受到影響，這對青年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再增添更多不明朗

因素。

表十三：青年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2019年5月至2021年7月）

*	 政府統計處沒有公布有關數字
^	 臨時數字

二、成績一般的剛畢業青年面臨的就業因難更大

學歷不高和缺乏工作經驗，往往是青年找不到第一份工作的原因。僱用剛離校的年輕員工意味着可能

要為他們提供培訓，對很多企業尤其是中小企而言，無疑有機會增加公司負擔，加上疫情導致本港經濟

低迷，這進一步降低它們聘請青年的意欲。值得留意的是，中小企佔本港商業單位總數98%以上，

245	青年就業起點提供一站式的綜合就業及自僱支援服務，協助15至29歲的青年人在就業路途上選擇合適的起點，並透過中心的服務，
提升青年人的就業能力，協助他們掌握最新就業資訊，從而在就業市場站穩腳步，持續發展。

246	政府新聞網（2021）。〈多元途徑助青年就業〉。
	 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7/20210718/20210718_100344_119.html
24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二零二一年二月至四月失業及就業不足統計數字發表〉。《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20/P2021052000496p.htm
248	政府統計處（2022）。〈表E036：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勞動人口、失業人數及失業率〉。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D5250040&scode=200
249	政府統計處（2022）。〈表14：按性別及年齡劃分的就業不足率〉。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4

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7/20210718/20210718_100344_119.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5/20/P2021052000496p.htm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pcode=D5250040&scode=200
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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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僱員佔香港總就業人數約45%250。再者，MWYO於2020年發布的《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

建議》報告指出，現時普遍僱主多以學業成績為招聘初步篩選準則，部分成績一般的剛畢業青年或會失去

面試的機會，特別是中六畢業生。在學歷膨脹下，有更多大學生在市場上競爭，他們就更難以向上流。

有關報告亦提到，過去兩年多新冠疫情不斷肆虐，雖然政府推出不少計劃協助青年就業，但在眾多畢業

生共同競爭的情況下，成績一般的青年要靠其他能力（如軟技能）突圍而出，從而獲得聘請或實習機會

也不是容易。尤其在這艱難的營商環境下，要僱主冒險聘用他們就更難上加難。或許大多數僱主都會

繼續以學歷為最優先的考量標準，以方便篩選應徵者面試，從而減低成本，結果有多少成績一般的青年

能真正受惠到政府相關措施實在存疑251。

三、疫情改變行業工作生態，青年感到未能適應

大部分參與工作議題的焦點小組受訪者表示，全球職場生態和所需要的工作技能都因新冠疫情而改變

不少，對於未來自己所屬的行業或工種可能被科技淘汰，受訪者均擔心自己未能及時裝備新興技能。

事實上，新冠疫情不但對青年就業直接帶來衝擊，同時刺激了數碼科技、自動化技術和人工智能等急速

發展和應用，對不同行業的發展、勞工需求、工作模式和職場技能均造成了深遠影響。世界經濟論壇

《未來就業報告2020》顯示，2025年將有8,500萬份工作因人類與機械的重新分工而被取代，同時會有

9,700萬個新興就業機會出現252。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2021年年初發表

的《後疫情時代工作趨勢報告》253更指出：

•	部分遙距工作在疫情過後仍會持續，先進經濟體254的勞動市場有20.0至25.0%的工作是可以	

	 一星期在家工作三至五天而不會影響生產力，比例是疫情前的四至五倍。

•	某些產業會出現消長，例如需要接觸大量人流的航空業、飲食業和服務業，部分工作如食物	

	 運送和訂房等會被人工智能取代。疫情過後，從事飲食、服務、零售和較低技術的行政支援	

	 工作的勞工將面臨淘汰危機。

•	部分產業會起飛，疫情期間電子商務的發展速度是疫情前的二至五倍，約四分三的消費者在	

	 疫情期間第一次網購，他們在疫情後將會繼續這種消費模式。單在2020年首半年的中國，與	

	 電子商務、物流和社交媒體有關的工作就增加了逾510萬個崗位。另外，因應大眾對健康的	

	 關注和科技產品的普及，醫護與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相關的工作機會將大增。

25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2）。〈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取自https://www.success.tid.gov.hk/tc_chi/aboutus/sme/service_detail_6863.html
251	黎卓然（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252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2020.pdf
25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1).	The	future	of	work	after	COVID-19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the-future-of-work-after-covid-19
254	報告分析了中國、法國、德國、印度、日本、西班牙、英國和美國中800種職位，超過2,000項工作任務，這八個國家的人口佔全
球總人口近一半和62%本地生產總值。

https://www.success.tid.gov.hk/tc_chi/aboutus/sme/service_detail_6863.html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2020.pdf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the-future-of-work-after-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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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低薪工作會因疫情被淘汰，而新出現的工作往往屬於高薪職業。在2030年前，全球	

	 每16人中就有一位需要轉換職業跑道，大約一半的勞工必須學習更專業的技能，以免失業。

•	就業人士所需的技能與疫前大不相同，例如在德國，基礎認知能力的使用會下跌3.4%，	

	 但使用社交和控制情緒能力的時間上升3.2%。在印度，工人運用體力和手工技能的時間	

	 將下降2.2%，而應用科技部分會上升3.3%。青年勞工面臨轉換職業的挑戰較相對年長的	

	 勞工大。

面對勞動市場出現結構性轉變，青協在2020年11月的調查發現，大部分受訪的18至34歲已離校青年

認為未來本地就業市場會因疫情出現變化，當中逾六成半認為「有需要」適應職場新要求（66.0%）。

然而，很多受訪者卻表示「不知道轉型的方向」（55.6%）、「欠缺轉型的知識和技能」（53.3%）和

「不知道何處有轉型的機會」（36.9%）等困難255。

「成個香港或者全球都經歷緊一個轉變，咁有啲行業係會被淘汰嘅，呢個係不爭

嘅事實，有啲行業嚟緊發展會好好。譬如同科學、環保有關嘅，嚟緊呢幾十年都會

發展得非常好。但係有啲傳統行業就可能俾資訊科技取代。如果我哋無辦法喺短時間

內學到新嘅技能，好難有市場競爭力。」（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5.1.5.	職業專才教育被視為次等選擇

一、職業專才教育被認為是給成績較差的學生修讀

職業專才教育在提升香港人力資源質素，裝備青年具備未來所需的工作技能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

綜合有關焦點小組討論的資料，大部分受訪者表示現時有很多同學、老師、家長，以至社會都認為職業

專才教育是給成績較差的學生修讀，尤其是目前高中階段的應用學習課程。受訪者指應用學習課程對

學生認識不同行業的實際情況有很大幫助，但很多同學覺得比起傳統學術科目（如經濟、物理），應用

學習課程屬次一等。

「有啲應用學習課程譬如餐飲款待，其實都好幫到你實際職場應用。但講難聽啲

俾人感覺係啲組別低啲嘅學校，或者成績差啲嘅學生去讀。大家會覺得正常想入

大學嘅都會揀經濟、化學、物理嗰啲選修科。」（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255	香港青年協會（2020）。《疫情下為青年就業尋出路》。
	 取自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20/11/YI054Eco_Report.pdf

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20/11/YI054Eco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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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種觀念的其中一大原因，受訪者認為是現時的成績匯報方法所致。目前的應用學習課程的成績評級

只有「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及「達標並表現優異（II）」三級，最高只等同中學文憑考試

甲類科目第四級或以上的成績。這比起其他甲類選修科目能明確達至第五級，以至「5*」和「5**」，

有明顯差別，這會令學生在報考大學科目時失去優勢。不過，有受訪青年亦指出，現時有這種成績匯報

方法的差異，是因為應用學習課程種類繁多，並由不同學院設計和教授，因此很難達到共識以甲類科目

的標準為這些課程作出成績評核。

「我揀傳統學術科目可以幫我攞多啲分入大學。應用學習科目最多俾你攞四分定

五分，但係揀傳統科目你可以攞5**，即係喺大學計分你有七分。咁如果應用學習

科目都可以去到5**嘅話，我覺得係可以吸引更多人報讀嘅。」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教育局應該諗過但唔可行。因為應用學習科目係唔同機構提供嘅，譬如酒店管理

係理大專上學院教，跟住職業英文係港大專業進修學院教，咁點樣去統一佢哋唔同

嘅級別呢？加上應用學習科目加埋有五、六十科，有啲咩服裝設計、電腦維修之類

啦，係咪科科都可以用5**去分？可能比較難。」（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二、青年期望政府去除大眾對職業專才教育的負面標籤

面對這種現象，不少受訪者認為，政府應致力去除大眾對職業專才教育的負面標籤，並視它與學術教育

或大學科目一樣，具有同等地位。他們希望當局能有實際措施增加職業專才學院和大學之間的交流，讓

更多青年能體驗職業專才與學術教育之間的差異，從而明白不能直接比較。與此同時，政府亦應持續

更新和完善資歷架構，儘量涵蓋更多與職業專才教育相關的課程和行業資訊，讓修讀職業專才教育的

青年有更明確的發展出路。

「我哋要改變個社會觀念，唔係話你入唔到大學所以你讀職專，而係你選擇咗大學

以外嘅其他途徑去追你嘅人生夢想。如果社會可以糾正番個觀念，咁就真係可以

去污名化咗佢。」（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5.1.6.	生涯規劃教育的就業支援不足

一、學校教師未能提供足夠的就業資訊

綜合有關焦點小組的資料，受訪學生認為學校負責生涯規劃的教師對不少行業並非太了解，未能解答他們

的疑慮。而事實上，有受訪者亦提到教師要兼顧起其他教學和行政工作，壓力已經很大，因此不應

寄望增加培訓讓他們具備充足的行業知識。加上社會行業和工種種類繁多，要教師了解所有行業資訊也是

不切實際。他們建議應邀請其他專業人士（如人力資源顧問、行業從業員）協助教師進行生涯規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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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老師對於我想接觸嘅行業資訊，佢哋都唔掌握。所以學生好多時靠自己上網

去搵。但係老師先至係提供支援的第一身人，學生自己未必識得分析。」

（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好多學生會問老師知唔知商業係讀咩㗎，但老師都只能大概話同會計、經濟、管理

嗰啲有關。當同學問讀完出來可以做咩，佢哋最多講到你讀會計就可以考會計師

牌，然後入四大會計師行到做。」（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其實呢啲應該俾返行業當事人嚟講，而唔係老師講。因為老師已經好大壓力，已經

有好多負擔，係咪先？你要佢哋上多啲培訓嘅話，佢哋真係會癲。」

（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二、目前給中學生的優質實習和培訓機會不足

有關焦點小組的受訪者表示，相比起邀請不同行業的從業員到學校提供生涯規劃講座，透過短期工作

實習更能讓青年了解行業和職場文化，認清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是否適合。可是他們的學校大部分生涯

規劃教育都是以講座為主，甚少有工作實習的機會，就算有很多時都是成績較優秀的同學獲得這些

機會。至於提到對實習的期望，受訪青年均希望實習內容應與行業運作有關和具挑戰性，並期待有關

公司具足夠資源安排主管專責指導實習生。

MWYO《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報告就指出，現時成績一般的中學生參與工作體驗的

比例較低，欠缺有關軟技能的自我認知及學習發展的機會。即使曾參與的學生，也會受到計劃質素參差

的影響，結果未能有效學習。另外，報告亦提到坊間的實習計劃常見的不足包括中小型公司面對財政和

人力資源短缺、欠缺落實計劃的經驗、「工作體驗計劃」短至只有三天或以下，以及欠缺商業主導的

業務模式體驗等。社會上亦有不少聲音批評部分實習工作沒有挑戰性，只安排影印、買飯和送信等簡單

工作，根本不能提升任何技能，對將來求職沒有幫助。

「我學校係有一組人係專做生涯規劃，佢耐唔耐會請一啲相關行業嘅人過嚟，做一啲

傾偈咁樣嘅活動。但形式上都係以講座為主，無乜機會去實習嗰啲。」

（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經歷完實習後其實學生已經有相關經驗，或者大約知道嗰行係乜嘢，成個人其實

係會成熟多啲嘅。其實呢類實習係應該可以再俾多啲學生去試，但依加普遍中學生

都係聽，比較少真係實際去做。」（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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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睇間公司俾啲咩佢做，如果公司係俾啲影印呀，或者斟茶遞水嘅嘢佢哋做，咁就

不如唔好請呢啲中學生。你可能俾個差嘅印象佢哋添，所以第一點要管理好間公司

俾啲咩學生先。」（一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三、青年有興趣到外地工作實習，但相關計劃內容有待改進

除了本地的實習計劃，綜合討論工作議題的焦點小組意見，大部分受訪青年都表示有興趣到香港以外

的地方工作或實習，這對他們的職涯發展都有正面作用。他們認為在香港，不少年輕人爭相進入的

不外乎某幾間行業龍頭企業，能見識的事物有限，但到外地工作不單能了解到該行業的另一面，而且能

見識不同文化和體驗另類生活方式，這對青年的職場競爭力和個人成長都有幫助。青協於2019年一項

調查就發現，逾半受訪青年有興趣到海外短期就業（51.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包括希望「豐富工作

經驗」（46.8%）、「順道旅行」（43.8%）、「提升語文能力」（41.5%）和「擴闊國際視野／體驗文化」

(38.5%）256。

「我覺得去外地做嘢，青年係可以去探索更多其他機會。即係你喺香港，來來去去

大家爭嚟爭去都係最出名嗰幾間公司。但去外國其實多咗機會去了解下人哋嘅

公司，或者佢哋嗰邊有好大嘅潛力，其實長遠來講係好。」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不過，有小部分焦點小組的受訪者對離開香港參加工作實習有保留，主要原因包括文化差異而難以

適應、實習計劃時間太短（如只有一個月），以及海外實習公司在香港未必有認受性。而目前政府資助

舉辦的實習計劃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進。有受訪者反映，現時的「工作假期計劃」在他們的社交圈子中

評價好壞參半，原因是他們身邊有朋友參加計劃後，仍對自己的職涯發展方向十分模糊，變相只用了

一年時間「旅行」，對提升職場競爭力沒有幫助。青協的調查就指出，除非青年在「工作假期計劃」

期間從事的工作與未來事業發展相關，否則僱主普遍認為參加青年只累積了較低技術的工作經驗，甚至

只顧享受假期而輕視工作，對未來求職沒有幫助257。另外，有焦點小組的受訪者亦表示，他們曾參加過

一些內容空洞的實習計劃，尤其是部分內地工作實習計劃，實習生很多時被投閒置散，未能學到實質

工作內容或技能。

「我個人覺得一般，去內地主要就係文化差異，即係始終比較少去，可能大家溝通

上，或者佢哋鍾意嘅嘢大家唔同，即係可能佢哋都係用電子貨幣。另外去新加坡

實習嗰次得十幾日，其實可以感受到嘅嘢唔多。所以我覺得都好睇個計劃嘅質素。」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256	香港青年協會（2020）。《豐富職青的海外視野與就業經驗》。
	 取自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9/10/YI047EE_Report.pdf	
257	香港青年協會（2020）。《豐富職青的海外視野與就業經驗》。
	 取自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9/10/YI047EE_Report.pdf

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9/10/YI047EE_Report.pdf
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9/10/YI047EE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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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邊就有朋友中學畢業後去咗澳洲工作假期計劃，佢去到都係喺農場幫手種吓

生果或者做吓餐廳侍應。佢依家返到嚟其實都唔見佢有正式返過長工，佢自己都唔係

好知想點咁。咁變相佢去工作假期咁耐其實對佢做嘢無咩幫助，最多係叫做體驗吓

外國生活。」（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我之前參加過一份內地實習，係我大學做嘅三份實習中工作內容實質性最低嘅一份。

佢無咩嘢俾你做，你全日就淨係坐喺辦公室等收工。我覺得依家唔少類似呢啲嘅實習

都係好由上而下，係因為有兩地青年交流融合嘅政策而出現，但其實啲工作內容

無設計好，等香港學生過去都有嘢學。對比我去過歐洲同美國返實習，佢咁遠叫得

你過嚟，人哋真係有啲實際工作俾你去完成。」（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5.2.	發展目標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把第八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定為「促進持久、包容和可持續經濟

增長，促進充分的生產性就業和人人獲得體面工作」。當中，體面工作是指每個人都有機會找到具生產力

的工作，並獲得公平的收入、安全的工作場所、家庭保障、更好的個人發展前景和社會融合。有關議程

更特別提到，要達致此目標各地政府必須投資於青年的優質教育和培訓，為他們提供符合勞動市場要求

的技能、公平的競爭環境、社會保障和基本服務，讓年輕人獲得最佳機遇以過渡到體面工作258。因此，

藍圖將一方面應對本地青年目前在工作上遇到的挑戰，另一方面響應聯合國的方針，制訂以下目標，讓

青年從校園順利過渡到體面的工作：

•	突破地域空間，創造多元和靈活的事業發展途徑

•	提升本地人力資源質素，迎接勞動市場的急速變化

•	促進青年充分就業，提供足夠的職前培訓和就業支援

5.2.1.	突破地域空間，創造多元和靈活的事業發展途徑

因應本地經濟產業結構單一所衍生的連串青年就業問題，政府除了要致力拓展本地多元產業，更應把握

國家發展機遇，充分利用大灣區市場的潛力，創造新型經濟和工作機會。最終，為不同類型的年輕人才

(如藝術家、運動員和創業家）營造有利的發展環境，使他們不單只找到工作維持生計，更能從工作中

實踐理想，盡展潛能貢獻社會。

258	聯合國（2016）。〈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為何重要〉。
	 取自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16/10/Chinese_Why_it_Matters_8.pdf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wp-content/uploads/sites/6/2016/10/Chinese_Why_it_Matters_8.pdf


2017年實際人力
需求人數

選定產業 2027年人力需求
推算人數

2017年至2027年
的推算變動

推算年均變動率 
(2017–2027)

資訊科技及
資訊服務業

創新及科技產業

文化及創意產業

環保產業

檢測及認證業

72,300 90,000 + 17,800 + 2.2%

38,000 57,600 + 19,600 + 4.3%

217,800 238,000 + 20,200 + 0.9%

45,200 51,500 + 6,300 + 1.3%

14,500 16,600 + 2,100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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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本地新興經濟產業，提供多元化就業市場

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到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和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加強粵港澳產學研協同發展，便利創新要素跨境流動259。2019年，中央政府發布的《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提及要依託香港等中心城市的科研資源優勢和高新技術產業基礎，打造一批

產業鏈條完善、輻射帶動力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260。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這些

行業將迎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並非只局限於香港市場。特區政府需把握這些重要

契機，突破舊有經濟模式，積極推動經濟轉型和尋找發展出路，並培育和吸引年輕人才加入這些行業。

事實上，勞工及福利局2019年發布的《2027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就指出，資訊科技及資訊服務業、

創新及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和檢測及認證業在2027年的人力需求均見明顯增長
261(見表十四），足見香港一些選定產業極具潛力，並需要更多人才流入。

表十四：2017年及2027年選定產業的人力需求

259	新華社（2021）。〈（兩會受權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新華網》。
取自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3/13/c_1127205564.htm

260	中共中央、國務院（2019）。《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國：中央人民政府。
	 取自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Outline_Development_Plan.pdf
26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9）。《2027	年人力資源推算報告》。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取自https://www.lwb.gov.hk/tc/other_info/mp2027_tc.pdf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3/13/c_1127205564.htm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Outline_Development_Plan.pdf
https://www.lwb.gov.hk/tc/other_info/mp2027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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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訂「香港新興產業振興藍圖」

近年政府和社會各界越來越重視創新及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和體育產業等特定

行業的發展，當中它們雖然各備明確特質，但有些地方是環環相扣，例如環保、資訊科技和創科

可以有很多協同發展的空間。為確保這些產業的政策支援和部署方向一致，並能促進產業發展之

間的互相配合，以產生協同效應，建議政府在為每個特定產業制訂長遠發展規劃的同時，應制訂

更宏觀的「香港新興產業振興藍圖」。

事實上，過去鄰近地區已因應全球經濟和科技發展等形勢，紛紛制訂了類似的產業發展規劃。例如

廣東省人民政府於2020年發布了《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培育發展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和戰略性

新興產業集群的意見》，提出打造十大戰略性支柱產業群（如新一代電子信息產業）和十大戰略

性新興產業集群（如新能源產業），並提到2025年的具體發展目標262。另外，台灣於2021年

亦推出《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263，而韓國較早年更有《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264。香港

作為國際先進城市，需多參考其他地方的例子，及早為本地長遠產業發展制訂藍圖，保持香港

持久的競爭力。

建議「香港新興產業振興藍圖」由政府中較高層次的架構主導研究工作（如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

發展顧問團），並對行政長官提出建議。當中不應只局限於香港市場，必須把大灣區以至國家

發展大局放入考量當中，其主要功能包括：一、選定對香港長遠提升競爭優勢至關重要，能配合

國家產業和優惠政策，並持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二、全面審視這些產業的

生態與其需要，以及正面對的挑戰（如來自其他地區的競爭、教育配套與人才不足、政策和法例上

的限制）；三、分析各個產業發展之間的關係，探索達致協同效應的空間，為這些產業訂下明確

的發展方向、目標和長遠規劃；四、提出具體執行策略和人才培訓政策；五、協助行政長官統籌

政策的推動。

二、握緊大灣區發展機遇，為青年創造更多可能性

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的重大發展戰略下，香港青年的優質就業機會和職業選擇越來越多，而且進一步

超出香港地域界限。繼中央政府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特區政府亦推出不同措施鼓勵

年輕人到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包括「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和「大灣區香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聯盟」。

然而，目前青年對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仍抱有不少顧慮和遇到挑戰。參考MWYO《香港青年大灣區

就業觀點研究報告》，建議當局制訂以下措施，協助年輕人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265。

262	廣東省人民政府（2020）。〈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培育發展戰略性支柱產業集群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意見〉。
	 取自http://www.gd.gov.cn/gdywdt/tzfw/tzzc/content/post_2997656.html
263	國家發展委員會（2021）。〈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
	 取自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9614A7C859796FFA
264	郭秋雯（2010）。〈韓國邁向文化強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取自http://newdoc.nccu.edu.tw/teasyllabus/102056041117/100619.pdf
265	羅祥國、黎卓然、陳朗軒（2021）。《促進人才流動	香港青年大灣區就業觀點研究》。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details.php?id=131&page=1

http://www.gd.gov.cn/gdywdt/tzfw/tzzc/content/post_2997656.html
https://www.ndc.gov.tw/Content_List.aspx?n=9614A7C859796FFA
http://newdoc.nccu.edu.tw/teasyllabus/102056041117/100619.pdf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details.php?id=13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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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供大灣區就業平台和支援

為了讓有興趣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但礙於相關資訊不足而有所顧慮的青年能配對大灣區優質

企業職位，建議當局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網站（下稱網站）打造成一站式平台，提供就業和生活

資訊，建立人才資料庫和擬訂優質企業名單，以提供就業配對服務。網站亦需增加解決職場及

生活疑難的支援，例如即時網絡輔導對話、常見問題小錦囊等。其次，當局宜檢視目前青年內地

實習及就業計劃中的行業及職位，與人才資料庫進行配對，並與內地政府、團體及企業合作，

幫助青年在港及內地城市兩邊發展的安排和提供長遠生涯規劃支援。此外，大專院校可提供更多

有關大灣區工作的支援及工作坊或課程，探討「持續進修基金」和「個人進修開支」扣稅的適用

範圍能否擴闊至內地認可課程等。

b.	加強大灣區各城市的人才循環

針對青年擔心日後如果回港，在大灣區工作的經驗是否有助職涯發展的問題，建議當局應利用

人才資料庫、優質企業名單和就業網頁，提供職位配對平台和招聘博覽，一方面協助由大灣區

內地城市工作回流青年尋找香港職位，並維持與建立在內地城市的人際網絡；另一方面也讓香港

企業更認識大灣區就業市場，包括青年在當地的經驗和技能對企業的好處。針對年紀較輕及工作

經驗較少的回流青年，當局可成立由多界別專業人士組成的「回流青年職涯支援小組」，主要為

他們提供各專業範疇意見、職涯規劃及輔導服務，促進他們和其他回流青年、大灣區和本地僱主

的交流，將他們培訓為導師，指導其他準備前往大灣區或回流的青年。

c.	評估香港青年大灣區就業的相關計劃

為了減低青年的憂慮，鼓勵他們累積大灣區的工作體驗，建議當局以科學化的方法持續評估及

優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放寬其內容和申請資格，讓更多青年及企業可參與，增加行業

選擇。政府亦可與大灣區內地省市政府商討，為青年提供更多生活支援。而參與此計劃的公司和

民間機構可邀請參加者現身說法，分享其經驗及心得。另外，當局需要開展此計劃完成後的後續

工作，與參與機構和僱主商討之後的安排，並聯絡其他僱主進行就業配對。

d.	鼓勵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體育文化及交流

針對部分青年因對內地認識不足，而對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缺乏興趣，當局宜善用各種形式讓

他們認識大灣區，增加他們對大灣區就業市場和生活環境的了解。例如推出「文青通」，資助18

至30歲的青年觀賞當地的傳統和流行文化藝術作品，如影視、音樂、戲劇、舞蹈、體育等，以及

購買表演場地和博物館的通行証。另外，當局亦可舉辦不同形式環遊大灣區各城市的活動（如

單車、馬拉松及渡海泳等），以及整合大灣區義工服務資訊、提供培訓課程，並舉辦主題性義工

交流團。這正好響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到要加強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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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締造有利創業環境

近年不少年輕人希望透過創業闖一番事業，同時為社會作出貢獻。初創企業不但可以推動經濟發展，帶動

社會創新，而且能夠創造就業機會。根據StartupBlink《2021年初創企業生態系統排名報告》，香港在

全球最佳初創生態系統城市排名第32名，較2020年上升四位。單在中國，香港排名第四，頭三位分別

是北京、上海和深圳266。政府應繼續提升本地初創生態系統的競爭力，儘早增加青年對創業的認識，

並為有志創業的年輕人提供適當支援。

a.	加強中學的「開拓與創新精神」教育

因應目前有不少青年由於缺乏創業所需的正確觀念，以致對創業存在誤解或低估其風險而失敗

告終，並後悔浪費了寶貴的金錢和時間，建議教育局在中學課程裏加強「開拓與創新精神」

(Entrepreneurial	 Spirit）（下稱開創精神）教育。它並非只是教授創業及經營之道，而是着重培養

青年的正面價值觀和態度、技能及知識，最終目的是促進青年個人發展267。事實上，2017年的

《中學教育課程指引•學校課程持續更新》就提到「學校課程需要加強培育學生的開拓與創新

精神，包括具備創意和革新思維、擁有積極主動的態度和責任感、承擔預計的風險、面對

不明朗時仍然堅毅不拔，以及把握未來最佳良機等多項素質268。」

可是，過去有研究發現，本地的開創精神教育主要為知識培養，集中於行銷技巧、創新技能、

機會技能及人際技能四個範疇，以校本形式推動，惟大部分學校並未確立清晰方向，沒有為學生

建構完備的教育方案269。因此，建議局方檢視現時中學開創精神教育的實踐情況，例如老師和

學生面對的困難和期望，然後明確開創精神教育的定位、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及預期教學成果。

其中一個教育的切入方法，當局不妨在《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及升學就業輔導指引》和《生涯規劃

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便覽》加入開創精神元素，為不同階段的學生提出明確學習目標及教育指引。

因為生涯規劃教育之目的，是聯繫學校課程，讓學生獲得所需知識、技能和態度，再配合他們的

興趣、能力和方向，繼而作出明智的升學或就業選擇，並把事業或學業抱負與全人發展和終身學習

融合起來270。開創精神教育正正切合生涯規劃教育的內容和目標。如此，透過生涯規劃，學生除了

可以獲得創業所需的價值觀和態度，更可透過不同的創業體驗活動和個案分享，客觀了解成功與

失敗的例子。這有助青年及早了解自己是否適合創業，讓有興趣創業的青年及早進行規劃和準備。

266	StartupBlink	(2021).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	Index	2021.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artupblink.com/startupecosystemreport.pdf
267	教育局（2017）。〈學校課程持續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1_ch_20180831.pdf
268		教育局（2017）。〈學校課程持續更新〉。《中學教育課程指引》。
	 取自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1_ch_20180831.pdf	
269	趙永佳、何振聲（2022）。〈趙永佳、何振聲：香港不能缺席「開創教育」〉。《明報》。
	 取自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20307/s00012/1646592263065/趙永佳-何振聲-香港不能缺席「開創教育」
270	教育局（2022）。〈何謂生涯規劃?〉。
	 取自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tc/school-administration/what-is-life-planning.html

https://www.startupblink.com/startupecosystemreport.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1_ch_20180831.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curriculum-development/renewal/Guides/SECG%20booklet%201_ch_20180831.pdf
https://news.mingpao.com/pns/觀點/article/20220307/s00012/1646592263065/趙永佳-何振聲-香港不能缺席「開創教育」
https://lifeplanning.edb.gov.hk/tc/school-administration/what-is-life-plan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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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設立一站式青年創業服務網，建設創投配對平台

針對現時政府的創業支援計劃種類繁多、部分資助申請審批過程十分繁複和冗長、政府某些工作

程序和法規不合時宜或過分僵化而不利初創企業發展，以及初創企業難以在私人資本市場尋找

投資者等問題，建議當局設立一站式青年創業服務網或在現時的「工業貿易署中小企業支援與

諮詢中心網站」271中，設立以下主要功能：一、為青年提供基本創業須知及最新資訊；二、為

創業者提供有關政府工作程序或法規的諮詢服務，並定期收集創業者意見，讓當局研究靈活調

整有關工作程序或規例的可能性；三、分門別類羅列現有可靠的青年創業支援計劃及比賽詳情，

並進一步簡化申請程序和時間；四、設立投資者和創業者配對平台，按行業（如創新科技、醫療、

教育）劃分匯聚青年的創業計劃書和不同地方和行業領域的投資者的資料，一方面協助投資者

找到具潛力的創業項目，另一方面幫助創業青年進行融資。

c.	制訂指定向初創企業採購的產品和服務清單，以及目標比例

針對初創企業難以取得客戶信任的問題，政府應發揮牽頭角色鼓勵轄下部門和公營機構採購初創

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藉此加強市場對初創企業的信心和提升其知名度。目前當局在創新及科技

基金下設「公營機構試用計劃」272和「科技券」273，資助公營機構試用創新及科技基金項目

的研發成果，以及支援本地企業或機構使用科技項目。同時政府在2018年亦推出機電創科

網上平台（E&M	InnoPortal），協助配對本地大學和初創企業的機電解決方案和政府部門的

需求274。為進一步提升政府的支持力度，建議當局研設更多相關計劃覆蓋更多初創領域，並

審視採購制度，率先採用本地創新產品和服務。

參考其他地方如韓國和英國的做法275，當局可研設「指定向初創企業採購的產品和服務清單」和「採購

開支目標比例」，規定部分產品或服務只容許初創企業競投，並且每年靈活更新清單以配合政府財政目

標和更針對性地支援初創企業。另外，政府亦應為初創企業所佔的採購開支定下目標比例（如五年內

達到總採購量的30%），協助更多初創產品和服務順利商品化及不斷完善，長遠促進香港初創生態系統

發展。

271	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英文全名是Support	and	Consultation	Centre	for	SMEs，簡稱SUCCESS。	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由工業貿易署設立，與多個工商組織、專業團體、私人企業和其他政府部門攜手合作，為中小企業提供免費的營商資訊和諮詢
服務。SUCCESS	服務受到中小企業的歡迎，並定期收到用戶的讚賞。

272	創新科技署（2020）	。〈公營機構試用計劃〉。
	 取自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psts/
273	創新科技署（2020）	。〈科技券〉。
	 取自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tvp/
274	機電工程署（2018）。〈機電創科網上平台〉。
	 取自https://inno.emsd.gov.hk/tc/home/index.html
275	智經研究中心(2018)。	
	 取自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resources/press_release/101。
	 查詢日期2022年1月26日。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psts/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acilitating-technology/tvp/
https://inno.emsd.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resources/press_releas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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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提升本地人力資源質素，迎接勞動市場的急速變化

面對青年勞動人口及勞動參與率下跌的趨勢，長遠要保持香港生產力和競爭力，邁向知識型和高增值經

濟體，當局必須提升本地人力資源質素，裝備青年具備足夠能力與技能，以應對急速轉變的勞動市場。

因此，除了在學術方面提升新一代的教育水平，職業專才教育作為本地人力發展的主要推力，在培育

青年掌握未來所需的工作技能方面同樣重要。

一、加強推廣職業專才教育

a.	改革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匯報方法

在中學層面，現時的應用學習科目是高中課程的重要部分，亦是推廣職業專才教育的重要平台。

這些科目着重教授不同專業或職業領域的實用內容，例如媒體及傳意、工程及生產和應用科學。

然而，有別於其他科目，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匯報方法只有「達標」、「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

「達標並表現優異（II）」三個等級。最高等級的「達標並表現優異（II）」亦只等同於文憑試甲類

科目（如中國語文）的第四級或以上的成績276。如此比較下，正如本研究焦點小組的受訪青年

指出，這容易給學生、家長、教育界以至社會一種次等的感覺，影響學生修讀有關科目的意願。

為改變社會大眾對職業專才教育的偏見，建議政府帶頭消弭制度上可能會矮化職業專才教育的

元素，改革現時應用學習科目的評級制度。建議當局研究再細分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等級，

過程中可委託大學機構設計合適的課程內容，使其最高的表現水平不再只等同其他科目的第四級

或以上的成績，而是一樣能達到「5**」。最終，讓專上學院，或至少相關學系的專上課程在

收生機制中願意以最高「5**」／七分計算，例如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與影視學院在收生機制中，

承認媒體及傳意的應用學習科目與其他科目（如經濟、化學）的地位相同。

另外，在「校長推薦計劃」和「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等計劃下，不少大學設有彈性收生

安排。有些學生即使未達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基本入學要求（俗稱3322要求），都有機會獲得

面試甚至錄取。當局可與各大學特別是與應用學習科目關係較大的學系商討和協調，讓更多在

應用學習科目表現出色的同學透過彈性收生安排獲得錄取。

b.	推動大學與職業專才教育學院之間的學分互認機制

在大專學界層面，為了讓更多青年能體驗職專教育與學術教育之間的差異，並增加職業專才學院

和大學之間的交流，建議政府研究試行大學與職業專才教育學院之間的學分互認機制。此機制可

開放大學的學生能夠副修職業專才教育學院的大部分課程，而職業專才教育學院的學生也可副修

大部分大學課程。副修的課程會印於同學的畢業證書上。執行上，一開始可以院校之間合作或

276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21）。〈乙類	:	應用學習科目		一般資訊		常見問題〉。
	 取自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b_subjects/faq_index/faq_03.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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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學系合作為試點，例如香港城市大學與職業訓練局合作，或香港城市大學的公共行政與政治

學系與職業訓練局的科技學院合作，讓該系學生有機會副修其他合作院校或學系的科目。這有助

促進不同院校學生之間的交流，同時增加大學生多元職業技能，逐漸改善社會對職業專才教育的

偏見。

c.	完善資歷架構，涵蓋更多行業和課程

現時的資歷架構共有七級，涵蓋學術、職業專才及持續教育及培訓等不同界別。由於每一級皆

按一套「資歷級別通用指標」去釐定，它能反映不同學習的深度和複雜程度，方便資歷與技能

的配對，促進行業之間的比較和銜接。現時教育局已為22個行業成立了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

以制訂行業的能力標準及「過往資歷認可」機制。近年社會上有聲音表示要為某些行業發展或

更新專業資歷架構，例如中醫專業277、體育產業278和金融科技專業279。當局需定期研究新增

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的可能性，以促進更多新興行業及人才培訓發展。

其次，在疫情下，一些大型公開網上課程平台（如Coursera、edX、Udemy）的報讀人數明顯

上升，是不少人持續進修的選擇280。本地也有多間大專院校在這些平台推出課程，例如香港大學

在edX的金融科技入門課程281和香港演藝學院在Class	Central的粵劇課程282。然而，這些平台

上絕大部分網上課程均不在資歷名冊當中。建議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與相關學術機構着手

研究為這類網上課程進行認證，一來讓報讀的學生了解有關課程的認受性，二來亦可促進更多元

和靈活的學習模式，三來讓這些課程有條件被納入持續進修基金範圍，給予有意進修的人有更多

選擇。另外，業界的參與對制訂職業專才教育和資歷架構政策十分重要，教育局需與其他政府部

門多協商，特別是勞工及福利局，從而發展更貼近勞工市場需要的資歷架構。這方面當局可考慮

邀請勞工及福利局的代表加入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和資歷架構督導委員會。

二、具備超前思維，掌握勞動市場未來動向

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特別容易受到環球經濟變動、創新科技發展，以及各種社會政治思潮影響而加速

改變勞動市場生態。政府必須具備前瞻思維和掌握先機，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做好準備，以免包括

青年在內的勞動力出現技能錯配和跟不上大環境的改變。

277	趙永佳、施德安（2022）。〈群策同行：搭建中醫專業發展對話平台〉。《明報》。
	 取自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20110/s00022/1641744814292/群策同行-搭建中醫專業發展對話平台
(文-趙永佳-施德安）

278	東網（2021）。〈調查指巿民睇淡運動員工作前景　團體倡體育產業納入資歷架構〉。
	 取自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1223/bkn-20211223132429832-1223_00822_001.html
279	明報專訊（2021）。〈金管局擬推金融科技銀行專業資歷架構	建本地金融人才庫〉。《明報》。
	 取自https://jump.mingpao.com/career-news/daily-news/金管局擬推金融科技-銀行專業資歷架構-建本地金融/
280	香港經濟日報（2020）。〈「睇Netflix不如進修」	網上課程搶手〉。《香港經濟日報》。
	 取自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46080/「睇Netflix不如進修」%20網上課程搶手
281	edX（2022）.	Introduction	to	FinTec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x.org/course/introduction-to-fintech
282	Class	Central	(2022)	。〈粵劇:	從後台到前台〉。
	 取自https://www.classcentral.com/course/cantonese-opera--8703

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220110/s00022/1641744814292/群策同行-搭建中醫專業發展對話平台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11223/bkn-20211223132429832-1223_00822_001.html
https://jump.mingpao.com/career-news/daily-news/金管局擬推金融科技-銀行專業資歷架構-建本地金融/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646080/「睇Netflix不如進修」%20網上課程搶手
https://www.edx.org/course/introduction-to-fintech
https://www.classcentral.com/course/cantonese-opera--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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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期研究及預測香港未來工作趨勢

建議政府中較高層次的架構（如人力資源規劃委員會）主導，並邀請官商民學不同界別的持份者

定期研究及預測香港未來十年的工作趨勢，並發表相關報告。此報告需預測未來香港新經濟、

新行業的發展趨勢和短期衝擊、未來職業與工作模式的轉變、職場技能新要求、僱主及僱員面

對的挑戰和需要，以及探討香港新一代對工作的期望、心態和興趣等。報告在需要時應提出相關

政策建議，因應本地各大型發展項目和其他關鍵因素而及早提出針對性的人力資源培訓方向，

以及完善制度上的保障和配套等。有關研究當局可借鏡世界經濟論壇旗下的《未來就業報告》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283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高校學者和政府機構研究人員撰寫

的《社會藍皮書：202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以及旗下的《中國新業態與新就業青年

調查報告》284。

b.	設立校外顧問團隊，協助推行中學生涯規劃教育

認識就業及培訓途徑、職業操守及職場資訊，是中學生涯規劃教育的一部分。教育工作者，尤其

是負責生涯規劃的老師，有需要緊貼行業的最新資訊以至未來動向。可是過去有不少學生表示，

學校負責老師對自己感興趣的行業發展階梯或技能要求都不太熟悉。然而，要透過培訓讓老師

掌握所有行業的最新動態甚至未來發展，也不大可行。因此，建議政府設立校外顧問團隊，當中

應包括職業訓練局和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的相關專家，以及業界人士，為中學生涯規劃教育的教職員

提供諮詢服務。

教育局可於現時的生涯規劃資訊網站加設諮詢熱線或即時對話平台。如果顧問團隊成員充足，

更可為學校分配專門的職業顧問（例如每五間學校設一位顧問），協助學校推廣緊貼行業最新

發展的生涯規劃項目和相關技能培訓，為學生提供最適切和具前瞻性的生涯規劃教育與支援。

事實上，目前職業訓練局每四年會分析香港共24個主要行業的人力需求，當中涵蓋超過八成

本地勞動人口，目的為協助政府及各個行業的不同持份者制訂人力和培訓計劃285。這些研究與

資源對推動中學生涯規劃教育十分重要。

c.	鼓勵企業培訓僱員獲得新技能

正如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在《後疫情時代工作趨勢報告》提到，大量較低技術和低薪的工作會因疫情

及科技發展而加速被淘汰，而新出現的工作往往屬於高薪和高技能職業；對於企業而言，與其

裁員和聘請新人以配合公司發展，為盡責可靠的員工提供技能培訓，製造晉升階梯，或許更合乎

283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2020.pdf
284	李培林、陳光金、王春光、李煒、鄒宇春、朱迪（2022）。《202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國：社會藍皮書。
	 取自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3526954
285	職業訓練局（2022）。〈數據智慧		人力動態〉。
	 取自https://manpower-survey.vtc.edu.hk/tc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Future_of_Jobs_2020.pdf
https://www.pishu.com.cn/skwx_ps/bookdetail?SiteID=14&ID=13526954
https://manpower-survey.vtc.edu.hk/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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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286。現時僱員再培訓局有為企業提供「包班」服務，支援機構為基層員工提供以企業

或行業為本的技能提升培訓，惟課程費用由企業支付287。當局可參考「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

計劃」設立僱員在職培訓基金，以2（政府）：1（企業）的配對形式資助本地更多行業為其員工

提供技能培訓課程，包括通用技能培訓課程和專門設計的課程等，並為每間申請機構設立最高

年度資助額（如50萬元）288。

5.2.3.	促進青年充分就業，提供足夠的職前培訓和就業支援

具質素的實習計劃可幫助青年裝備就業技能，提升他們的職場競爭力。2020年10月有本地研究發現，

曾參加工作體驗的基層學生在對未來職場的整體信心、對實際工作環境的認識、對自己興趣行業的

認識及晉升方面的認知、對職志和人生方向的認識，以及建立自己事業的自發動力上都有所提升289。

另外，MWYO《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指出，市場越來越重視職場軟技能，它與學業成績

未必有直接關係，但職場軟技能（如解難能力、創造力、責任心）卻有助事業發展，而實習計劃是培訓

年輕人職場軟技能較直接和有效方法290。

一、提供多元實習機會，涵蓋不同學歷背景的青年

鑑於目前成績一般或學歷較低的青年參與工作體驗的比例較低，欠缺有關軟技能的自我認知及學習發展

的機會291，政府應聯同學校、非政府組織和私營機構共同為不同學歷背景的年輕人提供更多具質素的

實習機會，幫助他們累積經驗，做好就業準備。

a.	設立中學生暑期實習計劃

政府每年設有「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讓正於本地及外地就讀專上院校的香港學生申請不同

政策局或政府部門轄下的實習空缺職位292。可是，針對中學生的同類實習計劃卻十分罕見。

雖然教育局一直設有「商校合作計劃」，讓中學生可有為期一般應不多於三天的職場體驗，

如果連接學校假期則不多於五天；但此項目屬教育活動，並非學徒訓練或工作實習計劃293。有見

及此，政府可考慮把「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延伸至合資格中學生及剛中六畢業學生群組，

286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1).	The	future	of	work	after	COVID-19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the-future-of-work-after-covid-19
287	僱員再培訓局（2016）。〈一般企業服務〉。
	 取自https://www.erb.org/services_and_schemes/employer_services/services_for_employers_NSME/zh/
288	創新科技署（2020）。〈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
	 取自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nurturing-talent/rttp/
289	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香港大學（2020）。《基層青少年的出路	香港的未來》。香港：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香港大學社會工作
及社會行政學系。

290	黎卓然（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291	黎卓然（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292	公務員事務局（2021）。〈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
	 取自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appoint/782.html
293	教育局（2021）。〈工作體驗〉。
	 取自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zh-hk/work-experience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the-future-of-work-after-covid-19
https://www.erb.org/services_and_schemes/employer_services/services_for_employers_NSME/zh/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nurturing-talent/rttp/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https://www.csb.gov.hk/tc_chi/admin/appoint/782.html
https://careerguidance.edb.hkedcity.net/zh-hk/work-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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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恆常的「中學生暑期實習計劃」，每年在各政策局或部門物識不同適合中學生的實習崗位，

鼓勵他們申請，協助他們累積工作經驗和進行生涯規劃。

b.	教育局成立中學實習諮詢及支援辦事處

針對市面上實習計劃質素參差，包括部分中小型公司未有足夠資源設計完善的青年實習項目等

問題，建議教育局成立中學實習諮詢及支援辦事處（下稱實習辦事處），專責於市場及中學執行

實習的相關工作，為公司、中學及其他籌備團體提供更多支援294。實習辦事處的主要職責

包括：一、擴大實習行業種類及職位數量；二、提供度身訂造的諮詢及支援服務；三、出版實習

計劃的指引手冊；四、提供培訓課程。在財政支援上，政府可為中小企成立實習資助基金，資助

最少為期兩個月的實習計劃，按每名實習生（對象主要是中六學生）計算補貼最低工資，以減低

公司的薪金成本。此外，實習辦事處需在現有的生涯規劃資訊網站內增設實習計劃網上平台，

主要是分享資訊、提供配對和轉介服務。最後，當局可嘉許表現優異的單位，鼓勵分享成功

經驗，收集值得參考的做法去優化指引手冊，加強互相學習和持續進步的意識。

c.	資助企業開設實習職位

因應疫情下職位短缺較嚴重的問題，當局應參考勞工處在2009年推出的「大學畢業生實習

計劃」295，資助企業開設約4,000個短期實習職位，為近期畢業的學生提供就業機會。新的計劃

應包括高中、文憑和副學位畢業生，而非只限於學士學位畢業生，以回應不同教育程度青年的就業

困難。同時，為吸引企業參與計劃及減輕企業在培訓上的經濟負擔，政府應將原本每月2,000元

的「培訓津貼」金額提升至5,000元。此外，為確保實習生參與實習期間有充實的學習機會，

政府應要求參與的公司或機構說明實習崗位的工作和學習目標。

二、增加青年內地和海外工作機會，並提升有關計劃質素

不少年輕人對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持開放態度，而且在外地工作所累積的技能、見識和視野，往往

對青年未來職涯發展大有裨益。目前青年發展委員會轄下亦有不少計劃促進香港年輕人到內地及海外

工作實習，包括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內地專題實習計劃，以及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計劃。

單在2019至20年度，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就有149個實習項目，總資助額約一億二千萬元，預計

約3,800名青年受惠296。

					

294	黎卓然（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29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1）。〈立法會十五題：大學畢業生實習計劃〉。《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1/05/P201101050095.htm
296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2018）。〈政策範疇		青年發展〉。
	 取自https://www.bayarea.gov.hk/tc/opportunities/youth.html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101/05/P201101050095.htm
https://www.bayarea.gov.hk/tc/opportunities/you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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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檢討內地與海外實習計劃成效，建立電子服務平台

隨着這些計劃的規模日益擴大，當局有必要全面檢視其成效，包括制訂實習成效評估機制和籌備

實習指引，並把實習崗位拓展至更多元化的領域，尤其是香港並不常見的行業，例如航天科技、

生態管理和考古研究等，以擴充青年職涯發展的可能性。另外，政府亦應為內地及海外實習項目

建立電子服務平台，提供更全面透明的實習資訊，方便青年選擇合適自己的計劃和反映意見，以

提升實習活動的質素。在本研究進行時，青年發展委員會網站正建構「實習及交流活動一站式

資訊平台」297，建議當局可參考「Go	 Overseas」網站298，它按目的地、行業、時間和待遇福利

等性質分門別類協助青年尋找合適的海外活動計劃。對海外升學、做義工、教學、實習等有興趣

的人士都可以在該網站搜尋及閱讀相關資料。用戶同時可直接向過往的參與者查詢，聽取他們的

真實評語，或者可以查看由網站團隊撰寫的文章。

b.	完善「工作假期計劃」配套

現時的「工作假期計劃」是一般香港青年獲取海外工作體驗的主要途徑之一。它讓18至30歲

青年能夠到14個指定國家（如澳洲、日本、法國）生活一段時間（為期6至24個月不等），並在

當地工作和修讀短期課程，體驗別國文化和社會發展299。截至2019年，這項計劃已吸引約九萬名

香港青年參與300。然而，倘若年輕人在工作假期計劃期間從事的工作與未來事業發展無關，

本地僱主普遍認為他們只累積了較低技術的工作經驗，甚至只顧享受假期而輕視工作，對未來

求職沒有幫助301。事實上，有些參加青年除了想獲得寶貴的海外工作體驗機會，更加希望這段

經驗有利他們的事業發展。因此，建議當局為有意發展事業的參加青年提供出發前的海外就業

諮詢服務，協助他們制訂工作假期目標，了解當地相關行業的生態和就業機會，以及回港後的

職涯規劃等。

c.	增設大灣區「工作假期計劃」

為了讓青年在外地工作可以有更多選擇，並以一個相對悠閒的方法認識大灣區和反思在大灣區

內地城市發展的可能性，參考MWYO《香港青年大灣區就業觀點研究報告》，政府應加設「香港

青年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假期計劃」。此計劃可為參加青年提供生活津貼（如每月2,000元，為期

12個月），首年可先試行配額500個。申請人須做最少一份兼職，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辦公室可與

當地僱主聯絡，提供兼職職位空缺。此外，目前的創新創業基地和青年共享空間可為工作假期的

297	青年發展委員會（2022）。〈實習及交流活動一站式資訊平台〉。
	 取自https://www.ydc.gov.hk/tc/programmes/upcoming_activities_result.php?type=I&target=&destination=&date=&search=Y
298	OVERSEAS（2020）.	Discover	meaningful	programs	abroa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overseas.com/
299	勞工處（2022）。〈工作假期計劃〉。
	 取自https://www.whs.gov.hk/tc/index.php
300	勞工及福利局（2019）。〈工作假期計劃助青年人擴闊視野〉。
	 取自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07072019.html
301	香港青年協會（2020）。《豐富職青的海外視野與就業經驗》。
	 取自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9/10/YI047EE_Report.pdf

https://www.ydc.gov.hk/tc/programmes/upcoming_activities_result.php?type=I&target=&destination=&date=&search=Y
https://www.gooverseas.com/
https://www.whs.gov.hk/tc/index.php
https://www.lwb.gov.hk/tc/blog/post_07072019.html
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9/10/YI047EE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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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提供與創業青年進行交流的機會，如有住宿服務提供的地方，更可安排他們以較優惠的價錢

入住（或特區政府承擔部分住宿費用）。最後，與現時「工作假期計劃」一樣，當局應鼓勵參加

者透過不同途徑分享經驗，例如勞工處網站、學校分享等，啟發更多青年預早考慮大灣區的生涯

規劃發展。

三、為不同背景和選擇的青年移除就業障礙

在新冠疫情的打擊下，本地青年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跌宕起伏，加上科技的急速發展改變了不少傳統

行業和工種的生態，支援自由職業、靈活工作模式，以及加強職業技能配對，均是給青年創造更多就業

選擇，促進充分就業的一大方向。

a.	為彈性就業青年研設勞工保障

雖然近年很多青年選擇成為斜槓族或零工經濟大軍之一，身兼幾份職業，例如外賣平台送餐員、

網約車司機、攝影師，但他們卻普遍面對工作缺乏保障的問題。關注草根生活聯盟在2021年中

的調查發現，逾六成受訪青年曾想過成為彈性就業者，但有八成會憂慮彈性就業者收入不穩定及

沒有勞工保障，例如缺乏強積金、有薪假期、保險、病假等302。值得留意的是，現時「彈性

就業者」沒有明確定義，他們在報税時很多時不清楚自己屬於自僱人士、僱主或僱員。當遇上

勞資糾紛時，只能訴諸小額錢債審裁處或勞資審裁處，而且索償過程十分困難，導致拖欠工資、

合約糾紛和「假自僱」等問題屢見不鮮，彈性就業者也不知如何處理。因此，建議政府及早展開

這方面的研究調查，了解不同持份者如彈性就業青年和僱主的想法和需要，討論完善現行政策和

法例的可能性，從而保障他們的勞工權益和福利。

b.	鼓勵企業改變招聘時的考慮側重

市面上不乏一些學歷要求與工作性質不相符的招聘廣告。例如有升學中心招募導師兼市場助理，

要求卻是海外名牌大學畢業生303，有物業管理公司聘請客戶服務助理，同樣要求應徵者是學士

學位畢業304。可見有不少企業不論工種性質如何，慣常要求應徵者具備高學歷。在此情況下，

即使有青年具備足夠能力勝任該項工作，亦因學歷不符合要求而自動失去應徵機會。因此，政府

可透過勞工處及其他大型職業配對網站加強宣傳，鼓勵僱主在招募員工時應按其工作性質，

把考慮側重在應徵者的技能和經驗，而非學術水平。這不但有助僱主減少流失人才，而且能讓學

歷較低但擁有其他出眾能力和技能的青年都有機會找到合適的工作。事實上，一些國際企業

如谷歌（Google）、希爾頓酒店（Hilton	Hotels）、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和國際商

業機器公司（IBM）均開始改變招聘政策，包括移去學歷要求並把焦點放在技能上。這確實

讓機構中部分工種的非大學畢業員工比例顯著上升305。

302	香港經濟日報（2021）。〈【職場調查】6成青年愛彈性工作想做斜槓族　惟因收入不穩欠保障卻步〉。《香港經濟日報》。
	 取自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3046105/【職場調查】6成青年愛彈性工作想做斜槓族%E3%80%80惟因收入不穩欠保障卻步
303	經濟通（2018）。〈請市場助理要求多	網民嘲不合理〉。	《香港經濟日報集團》。
	 取自https://www.etnet.com.hk/mobile/tc/lifestyle/internationalaffairs/talkofthetown/54052
304	勞工處（2020）。〈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
	 取自https://www2.jobs.gov.hk/0/tc/JobSeeker/jobsearch/quickview/hee/?page=6	
305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21).	The	future	of	work	after	COVID-19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the-future-of-work-after-covid-19

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3046105/【職場調查】6成青年愛彈性工作想做斜槓族%E3%80%80惟因收入不穩欠保障卻步
https://www.etnet.com.hk/mobile/tc/lifestyle/internationalaffairs/talkofthetown/54052
https://www2.jobs.gov.hk/0/tc/JobSeeker/jobsearch/quickview/hee/?page=6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future-of-work/the-future-of-work-after-covid-19


公
民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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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挑戰

一、青年參與在過去兩年出現明顯轉變

• 青年參與情況受政治環境和疫情影響產生
變化，並處於適應期

• 青年政治效能感低，對參與公共事務感迷惘

一、完善青年公民參與的環境，加強專責青年
事務的政府部門角色

•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應具備清晰的職責與組成
辦法

• 檢視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成果

二、政府與青年溝通不足

• 青年認為政府缺誠意，沒有意願與政府對話
• 社會事件或疫情令恆常溝通渠道取消，能

接觸到政府的渠道效能不高

二、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 定期檢視公民與國民教育的成效，考慮從
青年較易接受及軟性手法完善公民與國民教育

• 建立內地交流計劃成效評估機制、電子服務
平台和創新計劃孵化器

• 推出「青春高鐵線」計劃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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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共事務參與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一大動力，也是青年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年輕人充滿活力、創意

和熱情，加上教育水平日漸提高，他們的想法和建議，有條件成為制訂政策時的寶貴參考。再者，多個

政策範疇對下一代都有深遠影響，我們應鼓勵青年多關心社會事務，參與公共決策過程，從中建立

社會歸屬感306。因此，藍圖將做到一方面，有效把青年的公民意識和參與潛能轉化成推動社會前進的

動力307；另一方面，讓青年從參與過程中累積知識、技能、價值觀和政治效能感308，相信自己的能力和

參與對社會能帶來正面影響，意識到自身與政治制度的關係更加緊密，繼而提升對政府的信任及

滿意度309。這對青年獲得健康和正面的個人成長與發展十分關鍵310。

綜合本研究的焦點小組意見及文獻資料，過去數年青年在公民參與範疇正面對一些主要挑戰，為此本報告

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建議，有關扼要如下：

表十五：當下挑戰和發展目標扼要

306	Albanesi,	Cicognani,	and	Zani	(2007).	Sense	of	Community,	Civic	Engagement	and	Social	Well-being	in	Italian	
Adolescents.	Wiley	InterScience.	

	 Retrieved	from	https://pjp-eu.coe.int/documents/42128013/47261653/Albanesix_Cicognanix_Zani.pdf/6edd3978-c382-
436c-b4f8-39cfa3cfba10?version=1.0

307	United	Nations	(2014).	Enabling	youth	civic	eng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enabling-youth-civic-engagement.html
308	youth.gov	(2022).	Civic	Eng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h.gov/youth-topics/civic-engagement-and-volunteering
309	翁定暐（2015）。《態度決定行動：政治效能感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效果之實證分析》。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取自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77872/1/200201.pdf

310	youth.gov	(2022).	Civic	Eng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youth.gov/youth-topics/civic-engagement-and-volu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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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jp-eu.coe.int/documents/42128013/47261653/Albanesix_Cicognanix_Zani.pdf/6edd3978-c382-436c-b4f8-39cfa3cfba10?version=1.0
https://pjp-eu.coe.int/documents/42128013/47261653/Albanesix_Cicognanix_Zani.pdf/6edd3978-c382-436c-b4f8-39cfa3cfba10?version=1.0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youth/enabling-youth-civic-engagement.html
https://youth.gov/youth-topics/civic-engagement-and-volunteering
https://nccur.lib.nccu.edu.tw/bitstream/140.119/77872/1/200201.pdf
https://youth.gov/youth-topics/civic-engagement-and-volunteering


當下挑戰

五、「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有待改善

• 宣傳和資訊不足
• 開放名額不足
• 所吸納的委員背景未夠多元
• 遴選過程未夠透明
• 所開放的委員會類型未夠多元
• 委員會對政府實際施政的影響力成疑

六、青年有意參與地區事務，惟仍存在不少挑戰

• 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有待改善
• 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有待改善
• 地區青年活動有待改善
• 難與政策制訂者接觸、溝通和建立信任

七、參與義工服務時數減少

• 青年傾向多元化及有回報的義工活動 
• 青年因疫情減少義工參與

三、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讓青年有效和有序地
參與公共事務，最終貢獻社會

• 增加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年輕成員比例，增設
「青年專員」一職

• 成立「地區青年議會」和「青年議會」
• 完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
• 推行參與式預算
• 改善現行的諮詢模式，善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
• 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 增設多元化的義工服務模式和相應的成效評估

機制

發展目標

三、政府與青年之間的互信不足

• 社會事件令政府與青年的關係撕裂，青年
不會主動發表意見

• 在現時的政治氛圍下，以政府名義接觸青年
效果未必最好

四、參與渠道不足

• 以往為人熟悉的參與平台已不存在
• 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理想的參與途徑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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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當下挑戰

6.1.1.	青年參與在過去兩年出現明顯轉變

一、青年參與情況受政治環境和疫情影響產生變化，並處於適應期

過去青年在體制內311和體制外312的參與均表現進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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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攀升至2020年的91.6%，升幅冠絕所有年齡層。在立法會投票率

方面，他們亦由回歸後1998年首屆立法會選舉的49.2%上升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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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在區議會選舉方面，18至35歲青年投票率在1999年至2019年間，由21.8%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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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屆區議會剛開始時，民選區議員的平均年齡僅有

38歲，較上屆下降6.7歲，最年輕的北區更只有約34歲316，可見越來越多青年願意參與地區事務，而

這份參與熱誠也得到了普羅香港市民的肯定和支持。

至於體制外的參與，由2006年保留天星及皇后碼頭事件伊始，不少遊行示威、罷工罷課和聯署請願等

社會運動都不乏年輕人的身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於2020年1月至4月進行的一項研究

發現，約九成受訪15至25歲青年在調查前過去半年（當時正值「2019年社會事件」）參加了一種或多種

的低風險政治運動，例如參與有關於社會或政治議題的討論（73.6%）、在請願信上簽名（71.9%）和

參加遊行、集會或示威（70.2%）317。

然而，2019年的社會事件嚴重影響香港治安，及後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下稱《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公布實施，以及202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通過，讓社會逐步恢復穩定，同時大幅改變了香港的政治環境。加上本地仍存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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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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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4）。〈立法會二十二題：合資格登記為選民的人數〉。《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1/26/P201411250796.htm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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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20171218-c.pdf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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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ng-20171218-c.pdf			

316	郭東旺（2021）。《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	從地區開始》。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social_participation_details.php?id=69&page=1
317	陳凱欣、許嘉瑩、許瀚心（2020）。《「香港青年的政治參與和意向、價值觀與心理困擾」調查研究結果》。香港：香港大學社會
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取自https://www.hku.hk/f/upload/21490/200827%20HKU%20survey_pptx.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1/26/P201411250796.htm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ssf04-youth-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in-hong-kong-20171218-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ssf04-youth-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in-hong-kong-20171218-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ssf04-youth-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in-hong-kong-20171218-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issf04-youth-participation-in-public-affairs-in-hong-kong-20171218-c.pdf
https://www.mwyo.org/tc/social_participation_details.php?id=69&page=1
https://www.hku.hk/f/upload/21490/200827%20HKU%20survey_pptx.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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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等嚴峻挑戰，青年參與的情況明顯產生了變化，並處於一個適應期。從2021年第七屆立法會

地方選區選舉可見，雖然當局沒有特別公布18至35歲青年投票率，但在總投票為30.2%的情況下318，

相信年輕選民的投票率亦較以往的大幅下降。

二、青年政治效能感低，對參與公共事務感迷惘

綜合討論公民參與議題的焦點小組意見，不少受訪青年均表示現時其政治效能感十分低，認為自己的

參與或意見未能對社會帶來改變，對社會沒有願景，故其公民參與意欲也不高。有些青年則表示迷惘，

不知道怎樣參與公共事務才是有效。MWYO於2020年8月發布第二期的《青年備註》就發現，部分

年輕人在表達政治意見時會更為謹慎，有些更對香港未來感到迷茫和無力319。過去兩年青年公民參與的

情況出現明顯轉變，這將影響年輕人的社會歸屬感和與政府的關係，從而影響政府管治和香港發展。

這種轉變有機會是短暫的，亦有機會是維持長時間的（如五年以上），當局無疑要正視問題，並在適當

時制訂相應措施。

「我覺得講多錯多，如果陣間你唔小心講錯嘢，可能有一啲起訴或者點樣，可能自身

嘅利益會較危險。」（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點解社會依家會講青年人，就係因為大家都感覺到青年人好似對未來無願景，而

青年人自己都覺得無願景，呢個就已經係一個問題。」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6.1.2.	政府與青年溝通不足

一、青年認為政府缺誠意，沒有意願與政府對話

綜合有關焦點小組的意見，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現時政府與年輕人的溝通不足，當中可分為心態和溝通

方法兩方面理解。在心態上，受訪青年認為政府沒有誠意了解年輕人的想法，例如一些地區青年活動

委員會的社交平台專頁也多年沒有更新，很多年輕人根本不知他們做了甚麼；另一方面，不少青年也

沒有意願與政府對話。

二、社會事件或疫情令恆常溝通渠道取消，能接觸到政府的渠道效能不高

有受訪者感到政府好像有點迷失，不知怎樣與青年接觸，而2019年的社會事件或新冠疫情，都令過往

不少恆常的溝通渠道取消了，例如青年發展委員會舉辦的青年高峰會。

318	選舉事務處（2021）。〈投票率〉。
	 取自https://www.elections.gov.hk/legco2021/chi/tt_gc_GC.html
319	陳宇謙（2020）。《青年備註：第二期》。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720021C2hgE.pdf

https://www.elections.gov.hk/legco2021/chi/tt_gc_GC.html
https://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0720021C2h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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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溝通方法上，受訪者指目前能夠接觸到政府的渠道效能不高，例如透過發電郵反映意見往往要很長時間

才有回覆。其次，他們表示曾參與政府與青年的閉門對話活動，但後來選擇不再參與是因為反映意見後

也沒有實質改變，當局亦沒有解釋為何不採納有關意見，溝通過程十分單向。另外，受訪青年指現時

政府官員所接觸的青年大都來自個別團體，而且經過篩選，這些青年反映的最多只是個別意見，可能與

一般青年的看法有很大出入。他們認為當局除了需增加與青年的溝通渠道，所討論的議題亦應多元和

沒有前設，政府要營造一個暢所欲言的空間。有受訪者更希望官員可多到不同學校與學生會面，以及

社會可以有更多具領導才能的年輕人出來，把青年的聲音表達給政府和社會各界知道。

「政府依家同青年人嘅溝通的確係不足，都睇唔到佢有心想做。我見依家地區上

有一啲叫做青年活動委員會，但係你搜查嗰啲網站，一係就一年一個活動，我見觀塘嗰個

委員會個 Facebook，對上一次更新已經係 2014 年。所以你會見到嗰個誠意

有幾多。即係至少你可以講一啲嘢出嚟，令到青年有啲願景，咁呢個都無囉。」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政府係有搵青年去閉門對話，但係我係唔去嘅。原因係咩呢，我講完意見之後

嗰啲嘢都係照樣做嘅，咁有咩意義呢。你要解俾人聽點解你要咁樣做。我覺得

呢個係雙方責任，唔係話有陣時政府完全唔聽，而係可能我個想法唔係好可行，或者

唔係好睇到個問題焦點。但係你政府要解返俾人聽，唔係淨係去諮詢、去問，而係

大家都真係拎一啲想法出嚟傾，大家去做。」（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我希望真係可以有更多有領導才能嘅代表出來，將青少年嘅意見話到俾政府知，而

呢啲意見係可以真係被聆聽到，對社會發展真係有用嘅。呢啲人可以係學生，或者

最好係來自唔同界別嘅人，可以收集到唔同方面嘅聲音。」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中學生）

6.1.3.	政府與青年之間的互信不足

一、社會事件令政府與青年的關係撕裂，青年不會主動發表意見

有關焦點小組的受訪者提到更根深蒂固的問題，是政府與青年之間缺乏互信。他們指2019年的社會

事件令政府與年輕人的關係撕裂，這已經不是當局單純增加溝通渠道就能解決的問題。現時有些青年即

使很有想法，但礙於對政府觀感負面或抱有一種自己改變不了甚麼的心態，也不會主動發表意見。

二、在現時的政治氛圍下，以政府名義接觸青年效果未必最好

有受訪者認為在現時的政治氛圍下，以政府名義接觸青年效果未必最好，反而透過一些形象中立的非政府

組織或私人機構作溝通橋樑的角色，至少部分青年的態度會正面和開放一點。另外，有受訪青年表示，

目前政府架構（如法定及諮詢組織）下確實有不少年輕人，當局應加強宣傳他們的角色和工作，讓其他

青年看到他們的參與能作出一些改變，從而鼓勵更多青年參與有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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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唔會再信任，即係佢做咩我都唔會覺得佢有心，即係可能佢做任何動作都係

門面功夫，真心係咁樣覺得。」（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我覺得依家係有年青人同政府合作或幫政府做嘢。我覺得要俾多啲人見到呢啲

年青人嘅角色，即係原來佢哋真係做到一啲嘢，或者會有啲宣傳活動，或者比賽，

俾佢哋去提議一啲政策。當其他年青人見到，原來可以有一個咁大膽嘅諗法，而政府

係會聽嘅或者有興趣嘅，咁會鼓勵多啲人一齊做呢樣嘢。」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6.1.4.	參與渠道不足

一、以往為人熟悉的參與平台已不存在

有相關焦點小組的受訪青年反映，現時可供年輕人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不足，以往一些為人熟悉的參與

平台（如城市論壇）已不復存在，區議會亦因大量席位空缺而未能如常運作，不少青年都疑惑可從哪裏

開始參政議政。

二、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理想的參與途徑數量有限

其次，有受訪者提到多年前政府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等職位，是理想的途徑給予公務員體系以外的

年輕人才進入管治架構，惟有關職位數量有限。他們希望當局考慮在體制內吸納更多年輕人才，讓青年

能更直接作出貢獻。受訪者期望在青年參與上可以百花齊放，撇開政治成見，因為不同政治陣營都有

具建設能力的年輕人才。如果這些人才能共同合作，將可以創造更多新想法。日後由他們向社會解說與

青年相關的政策措施，其溝通成效也會較好。

「我理想嘅青年參與係，大家可以撇開政治上面嘅成見，可以進入到體制貢獻到一啲

新嘅嘢。因為我覺得社會撕裂得太嚴重，其實每一邊都有一啲好有想法同好有建設

有能力嘅人，如果佢哋可以合作，其實可以有好多火花，好多新嘅嘢出到嚟。我覺得

依家香港政府，係好需要呢啲火花。」（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其實好似參與式預算咁樣，唔係樣樣嘢都可以即時做得到。咁咪就由呢班青年人

話俾出邊社會啲人知，點解有時唔可以即刻達成目標。即係由返佢哋嘅人去講返，等

青年人吸收嘅時候，就會比較容易啲，我諗對大家嘅接受程度會高啲。但係依家似乎

個社會就好似攔截咗青年進入制度，好似唔係好允許青年加入，變咗有呢個鴻溝

出現。」（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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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有待改善

諮詢及法定組織的主要職責是向政府提供意見，或擔當政府部門執行公共職能的角色，藉此讓社會各界

人士和有關團體可在政府制訂政策和籌辦公共服務的初段開始參與有關工作320。2017年，當局開始

推行「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下稱計劃），讓18至35歲青年自薦成為指定的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在此

計劃下，整體諮詢委員會的青年成員比例已由2017年的7.8%上升至2021年的14.8%321。這無疑在

增加青年參與渠道上發揮重要作用，惟不少年輕人仍希望計劃能加以完善。

綜合有關焦點小組的意見，受訪青年認為計劃有以下不足之處：

•	宣傳和資訊不足，現有不少青年未能及時了解最新招募情況，甚至從未聽聞有關計劃。

•	開放名額不足，難以充分吸納有意參與的青年。過往有些委員會的申請人數遠超被取錄的	

	 人數，例如過百人競爭一個名額322，成功取錄比例極低。

•	所吸納的委員背景未夠多元，絕大部分成功加入的都是傳統精英（如高學歷、專業人士、商界	

	 領袖、公民團體領袖）。這給予一般青年，尤其來自草根階層的年輕人感覺機會渺茫或認為	

	 自己能力不足而有所卻步。

•	遴選過程未夠透明，雖然當局有提供申請資格與評審準則，但青年認為未夠具體和詳盡。他們	

	 希望在遴選過程中可以有更多年輕人參與，讓青年揀選年輕委員。

•	所開放的委員會類型未夠多元，不少青年對部分委員會缺乏興趣和相關知識（如漁農業諮詢	

	 委員會、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有受訪青年期望計劃可拓展到一些與地區管治有關的	

	 委員會。

•	委員會對政府實際施政的影響力成疑，不少年輕人都不清楚有關委員會過去在政策制訂過程中	

	 的具體角色和工作，以致認為委員會的功能有限，因此減低了參與意欲。

青協於2020年的研究顯示，逾四成半受訪青年不同意諮詢委員會的運作具透明度（46.7%）或官民

之間有直接溝通（45.1%）。有逾七成受訪青年對申請自薦計劃不感興趣（72.9%），其中三大原因包括

覺得自己欠缺條件（48.7%）、對所指定委員會不感興趣（35.6%）和不相信委員會可以發揮影響力

(27.7%）323。

320	民政事務局（2019）。〈諮詢及法定組織〉。
	 取自https://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District_Community_and_Public_Relations/advisory.htm
32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與青年同行〉。《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
	 取自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160.html
322	吳倬安（2017）。〈青年自薦計劃收千申請　青發會爭出頭　團體：因青年委員比例不足〉。《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39975/青年自薦計劃收千申請-青發會爭出頭-團體-因青年委員比例不足
323	香港青年協會（2020）。《改善諮詢組織運作促進青年參與》。香港：香港青年協會。
	 取自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20/09/YI053_Full-Report.pdf

https://www.hab.gov.hk/tc/policy_responsibilities/District_Community_and_Public_Relations/advisory.htm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160.html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39975/青年自薦計劃收千申請-青發會爭出頭-團體-因青年委員比例不足
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20/09/YI053_Ful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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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過往推行不少青年參與嘅項目，其實就有樣嘢忽略咗，就係喺吸納委員嘅

時候嗰個成份，到底係社會上面一啲傳統精英，例如學歷好高、好醒目、可能係

海歸回流返嚟，又或者商界領袖、紀律部隊領袖、年青領袖，但其實會唔會忽略

咗，社會上有啲叫做所謂草根一啲嘅人。如果佢哋有意見，希望可以心平氣和同

政府表達，佢哋好似係欠缺咗一個可以成為會員，或者可以有啲責任，有啲職責，

然後有一個合法合情合理嘅途徑向政府表達嘅機會。」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我最想加入關於地區管治成份嘅委員會。依家嘅青年人其實對自己嘅社區或者

社會係有願景，先至會咁鍾意發聲咋嘛。只不過可能依家無乜渠道，所以先至走出街

抗議。我覺得如果多咗呢啲類似平台，有機會係會令個社會氣氛好少少嘅。只不過

依家嘅自薦委員會根本就唔包含呢樣嘢。我諗個自薦委員會個範疇可以多啲，甚至

擴展到地區都有自薦委員會就會好少少。」（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6.1.6.	青年有意參與地區事務，惟仍存在不少挑戰

在地區層面，MWYO於2021年發表的《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從地區開始》報告發現，近年不少

年輕人對自己居住的社區有願景，並且已把公民參與力量和焦點投放到地區層面。他們除了參選區議會，

有些更成立地區關注組、社區報，以至社交平台專頁或群組，就區內的環境、衞生和交通等範疇提出

建議，把一些最基本卻備受忽視的民生議題帶到社會討論。而政府過去亦有不同政策措施鼓勵青年參與

地區事務，例如成立地區青年網絡計劃和青年活動委員會等。然而，不論在體制內還是體制外，青年

地區參與仍面臨不少困難（見表十六）324。

324	郭東旺（2021）。《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	從地區開始》。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tc/social_participation_details.php?id=69&page=1

https://www.mwyo.org/tc/social_participation_details.php?id=69&page=1


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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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

參與途徑不足

沒有恆常且廣泛地

聆聽青年聲音

參與門檻過高

其他公眾諮詢

不便青年參與

影響力有限

青年交流會

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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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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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非普羅

青年授意的代表，反映的聲音不一定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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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適合大部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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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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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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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機會參與制訂地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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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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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青年無從入手

參加青年容易

來自同溫層

地區青年活動

缺少地區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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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適合自己，根本無從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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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賴自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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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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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青年認識和關心所屬

社區的元素，讓他們參與社區發展的活動屬少數。

活動成效如何，

公眾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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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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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內（主要可分為實體參與平台或組織架構、地區青年參與或諮詢活動、
地區青年活動，共三個部分）

難與政策制訂者

接觸和溝通

難與政策制訂者

建立信任

資源不足和發揮

空間有限

無論是透過網絡平台表達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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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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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官員相對保守，認為

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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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新興的地區組織和部分政治團體都缺乏資源，當中很少青年可以全職參與並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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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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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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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目前青年參與地區事務時普遍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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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參與義工服務時數減少

除了政策及政治上的參與，青年投身義工服務，以各種知識技能幫助有需要的人，貢獻社會，亦是另一種

形式的公民參與。

一、青年傾向多元化及有回報的義工活動 

根據MWYO於2018年發布的《青年義工新角度》研究結果，部分青年屬於間斷性（Ad	Hoc）義工，

他們會基於各種考慮，例如認為自己空餘時間不多，未能承擔持續和定期的服務。若要吸引他們支持

義務工作，服務種類要多元化、回報（Incentive）要合宜，以及有助他們學會一些技能325。

二、青年因疫情減少義工參與

截至2021年6月，香港登記義工總數達135萬名，當中年齡介乎13至25歲的成員超過58萬，是所有

年齡層中比例最高326。然而，MWYO《青年備註》報告發現，有青年因新冠疫情而減少義工參與，

因為不少活動，尤其是大型或海外義工服務都要暫停或取消，故有些青年轉為參與網上義工服務，例如

網上補習。根據「義工運動」的資料，2020年的年度義工服務時數約950萬小時，比起2019年的大約

2,260萬小時減少近六成（58.0%）327。

6.2.	發展目標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指出，公民參與是青年的基本權利。透過積極的參與，青年能獲賦權在社會及

個人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從中學習關鍵的生活技能、與人權和公民權利息息相關的知識，並進行正面

的公民活動。要促進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年輕人需獲得足夠和合適的資源，例如資訊、教育和履行

公民權利的渠道328。有見及此，藍圖將參考聯合國的理念，並就本地青年當下參與公共事務時面對的

挑戰，制訂以下目標：

•	完善青年公民參與的環境，加強專責青年事務的政府部門角色

•	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	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讓青年有效和有序地參與公共事務，最終貢獻社會

325	MWYO青年辦公室（2018）。《青年義工新角度》。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mwyo.org/tc/sjmIHK
326	資料一線通（2022）。〈義工服務時數、「義工運動」參與機構和登記義工的組合資料〉。
	 取自https://data.gov.hk/tc-data/dataset/hk-swd-ycb-volunteer-service-stat
327	資料一線通（2021）。〈義工服務時數〉。
	 取自https://data.gov.hk/tc-data/dataset/hk-swd-ycb-volunteer-service-stat/resource/d9be5a0a-90de-4b30-b19f-
8af4f791fd71

328	United	Nations	(2013).	Youth	Particip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fact-sheets/youth-participation.pdf

https://mwyo.org/tc/sjmIHK
https://data.gov.hk/tc-data/dataset/hk-swd-ycb-volunteer-service-stat
https://data.gov.hk/tc-data/dataset/hk-swd-ycb-volunteer-service-stat/resource/d9be5a0a-90de-4b30-b19f-8af4f791fd71
https://data.gov.hk/tc-data/dataset/hk-swd-ycb-volunteer-service-stat/resource/d9be5a0a-90de-4b30-b19f-8af4f791fd71
https://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youth/fact-sheets/youth-particip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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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完善青年公民參與的環境，加強專責青年事務的政府部門角色

針對現時有年輕人對參與公共事務感到迷惘和無力、失去公民參與意欲、認為政府與青年溝通不足和

缺乏互信等問題，短期內政府須正視有關現象，並客觀研究問題成因、對管治和青年發展的影響，以及

在適當時制訂應對措施。長遠而言，當局需逐步完善青年公民參與的環境，透過良好的法制與政策保障

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和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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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效統籌以上工作，政府架構上最理想是具有高層次的專責部門制訂工作策略和提供充

裕的資源。如此，政府與青年關係將能逐步改善，而且變得更加緊密。

一、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應具備清晰的職責與組成辦法

2022年年初，香港政府有關政府架構重組的文件提到重組民政事務局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加強以地區

為本的工作，以及制訂和推動更全面的青年政策及措施329。一個專為青年而設的政策局，是開展青年

發展工作的強實根基。由於青年事務橫跨多個政策範疇（如民政、教育和勞工福利），目前不同範疇的

措施分別由不同政策局負責。在這種情況下，當政策缺乏統一的方向及願景，便難免有政出多門的

情況，令工作事倍功半。因此，我們建議重組後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在青年事務方面，應具備清晰的

職責與組成辦法，以改善現行負責青年事務架構的不足，詳情如下：

職責

•	制訂和推動青年發展政策，恆常和有系統地評估有關政策措施的執行成效；

•	就牽涉青年發展的工作，統籌和協調有關政策局、部門，以及諮詢及法定組織之間的合作，	

	 並推動民間跨界別協作，包括與青年持份者緊密溝通；

•	在特區政府內擔任橋樑角色，確保其他政策局與行政會議在制訂及商討政策過程中，都能考慮	

	 和兼顧到青年的意見與需要；

•	整合青年發展資源，制訂資源分配的優次；

•	統合青年發展資訊，提供全面、及時和容易接觸的青年資訊平台；

•	促進青年參與，設立青年與政策制訂者直接和有效溝通的機制，並提供公開透明的渠道讓普羅	

	 青年選擇參與。

32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2）。〈政府架構重組〉。
	 取自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2201/12/P2022011200283_385380_1_1641983877795.pdf

https://gia.info.gov.hk/general/202201/12/P2022011200283_385380_1_1641983877795.pdf


香港青年發展藍圖	 119

組織架構

在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轄下，建議當局在青年事務方面，考慮設立以下部門，分工合作履行上述職責：

•	政策研究科：協助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就教育、身心健康、公民參與和就業等青年發展重要	

	 範疇進行研究、制訂政策，以及管理有關青年政策研究資助計劃；

•	社區外展科：負責執行有關青年政策與措施，統籌青年項目與活動，並聯繫社會各界與青年	

	 息息相關的持份者，推動民間跨界別協作；

•	跨部門協調科：協助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在政府內部擔任橋樑角色，並統籌和協調有關	

	 政策局、部門，以及諮詢及法定組織之間在青年發展議題上的合作；

•	公共關係、夥伴合作與青年時事科：負責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對外通訊工作，協助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局長與公眾溝通和掌握青年民情，統合青年發展資訊，提供全面、及時和容易接觸的	

	 青年資訊平台。

另外，建議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將現有與青年發展密切相關的諮詢及法定組織納入其中，例如青年發展

委員會、公民教育委員會、青年廣場管理諮詢委員會、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以及邊緣青少年服務

委員會等。

二、檢視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成果

政府在2018年4月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這是由政務司擔任主席的高層次委員會，是現屆政府推行

青年工作的里程碑，有作為總統籌員的角色，其職權範圍如下330：	

•	監督青年相關政策、策略和措施的檢討、制訂和落實；

•	督導及加強決策局、政府部門及其他持份者的協作，以推行與青年相關的政策、策略和措施；

•	就青年工作推動跨界別協作，以及就青年發展事宜推動相關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參與；

•	推動青年參與及收集他們對與青年相關的政策、策略和措施的意見，其中包括舉辦行政長官	

	 青年高峰會；

•	按需要設立專責小組、工作小組及其他模式的附屬小組處理相關工作。

行政長官於《2018年施政報告》指出，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重點會集中在以下三方面，而政府亦已

預留10億元給青年發展委員會執行有關項目：

•	協助青年人選擇適當的就學途徑；

•	協助年青人的事業發展及促進他們向上流；

•	加強與青年的溝通渠道。

330	青年發展委員會（2022）。〈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取自https://www.ydc.gov.hk/tc/ydc/membership.html

https://www.ydc.gov.hk/tc/ydc/membershi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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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今屆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2019年社會事件及2020年爆發至今的新冠疫情的

不利影響，現正持續作調整。但在這背景下，當局仍可嘗試就其現有工作進行初步檢討，以對未來的

工作提供參考。在這方面，本研究嘗試基於青年發展委員會每次會議後公布的會議摘要，整理了委員會

自成立以來主要的工作（見附件一），並提出一些觀察和初步意見。

•	委員會不斷引進及優化各項青年創業、交流和實習計劃，近年重點都集中在大灣區；至於	

	 如何兼顧擴闊青年的國際視野的部分，建議委員會可作出平衡的考慮；

•	由於這些涉及在國內執行的計劃大部分涉及複雜的行政程序和支援青年的工作，政府主要委託了	

	 有經驗和網絡的非政府機構執行；這些機構一般在國內都有深厚的人脈網絡，其他機構並	

	 不容易參與這方面的工作，這情況有待改善；

•	委員會積極推動了跨局和跨界別的生涯規劃工作，以及在大灣區創業，近期更聚焦在培養青年	

	 正向思維的政策和措施，這都能配合政府的政策大方向；

•	政府一些重要部門曾向委員會匯報其有關青年發展的工作，並徵詢委員意見；但委員會是否	

	 能作出有效的監督和協調跨局和跨界別的相關青年工作，仍有待觀察；

•	坊間近年有評論質疑一些計劃的成效（例如交流計劃），委員會可考慮委託第三方進行成效	

	 評估。更理想的安排可以是，當推行一項新計劃時，應同時引入第三方的追蹤性計劃成效	

	 評估硏究（並非只在計劃完成後才進行），作為未來優化計劃的基礎。

6.2.2.	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正向思維

過往青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尤其是在體制外的參與（如遊行示威、罷工罷課和聯署請願等社會運動)

都充斥着年輕人的身影。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部分年輕人過去在一些社會運動（如「2014年非法

佔中運動」、「2016年旺角暴亂」和「2019年社會事件」）都做出了較激進，甚至違法的行為，對社會

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教育青年正確的公民和國家意識，為他們提供相關的

知識與技能培訓，以及灌輸正確的參與態度，讓青年清楚明白他們的公民權利與責任。有關詳情，可

參閱第四章節：教育「4.1.4.公民及國民教育成效有待檢視」和「4.2.4.完善公民及國民教育，培養青年

正向思維」部分。

6.2.3.	製造參與渠道和機會，讓青年有效和有序地參與公共事務，最終貢獻社會

在任何時勢，青年都是社會珍貴的資源，其公民參與的力量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關鍵是當局要

提供足夠和有效的制度化渠道，讓年輕人能就影響自身的公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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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貢獻社會。

針對現有青年感到參與渠道不足、「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未臻完善、地區參與和義工服務參與存在困難

等問題，政府應作相應的檢視，確保青年參與渠道做到多元開放和符合青年的特性。例如要善用年輕人

常用的社交媒體和討論區等網上平台，同時改善現有的公眾參與活動、加強地區青年網絡等傳統線下

渠道。而有關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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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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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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個人能力和先天條件不應成為他們有否參與機會的取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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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增加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年輕成員比例，增設「青年專員」一職

建議重組後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儘量委派合適的青年僱員（如40歲或以下），而其轄下的諮詢及法定

組織也應儘量委任年輕成員（如40歲或以下），讓他們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分享年輕人的觀點和建議。

具體上，例如當局可考慮在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架構下，在18區各區（如以政治委任方式）增設「青年

專員」一職，目的是吸納社會上更多年輕賢才，直接在地區層面作出貢獻。當局應確保「青年專員」的

甄選準則透明開放，讓有興趣的年輕人了解需具備甚麼條件，儘量吸納不同背景的有志之士。當此參與

渠道發展成熟後，局方宜考慮更多方法吸引更廣泛的青年參與，使他們有機會成為「青年專員」。

建議有關「青年專員」的職責如下：

•	在地區的層面上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的代表；

•	直接監督地區上與青年有關的計劃在區內的運作；

•	負責落實及統籌地區上與青年有關的政策措施之實施，確保當局適當地跟進區議會及其他	

	 諮詢及法定組織所作出與青年發展相關的建議，及促進區內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	與社區的青年持份者保持密切聯絡，並向政府反映他們所關注的青年事務及問題；

•	確保透過部門之間的磋商及合作迅速解決地區青年問題。

二、成立「地區青年議會」和「青年議會」

為增加青年在體制內的實體參與平台、培養青年的公民意識和社區歸屬感，以及促進社會各界了解

青年想法及認識青年議題，建議政府考慮設立「地區青年議會」和「青年議會」，並隸屬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以下為概念上的建議，政府可因實際情況調整。

地區青年議會

政府可先在18區各區設立一個地區青年議會，當中約15至20個地區青年議員名額，隸屬當區的

「青年專員」。地區青年議員的職能包括：一、就所關心的地區事務主動提出建議，並透過與

「青年專員」及區議會會議等渠道，把議題帶進體制內討論；二、充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及

區議會的青年顧問，讓有關官員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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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可聯同區議會為地區青年議員提供一系列有關認識地區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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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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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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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地區青年議員產生方法，當局可考慮由當區居住或讀書的15至35歲青年，帶同證明（可以

是學生手冊或函件）投票選出，任期為兩年。有興趣加入的15至35歲當區青年均可報名參選。

青年議會

成立地區青年議會後，各區的地區青年議會可互選兩名代表進入青年議會。青年議會可以與民政

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青年發展委員會，以至立法會與青年課題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如教育事務

委員會）定期會面（如四個月一次），討論他們認為當下年輕人最關心或最需要支援的青年發展

議題。然後，青年發展委員會主席、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和立法會議員，需以書面形式向青年

議會匯報有關跟進工作或作出回應。此外，青年議員亦可參與師友計劃，與立法會議員或政府

官員配對成為師友關係，導師須定期與學員會面（如每月一次），聆聽他們的意見和協助他們

認識公共行政和不同議題。

三、完善「青年委員自薦計劃」

「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下稱計劃）」是政府近年鼓勵青年公民參與的重點措施之一，因應有關焦點小組

受訪者對計劃提出的不足，建議當局可從以下範疇作出改善：

•	加強宣傳和資訊流通，透過媒體、大專院校、社區，以及善用諮詢委員會原有的網絡，例如	

	 與其工作相關的業界團體、非政府組織等渠道，發放計劃的背景資料和最新招募詳情。

•	持續開放更多青年委員的自薦名額，研究按委員過往表現（如會議出席率），加快更換委員	

	 速度的可行性，儘量讓更多新的年輕自薦委員加入。

•	儘量吸納來自不同背景和社會階層的自薦青年，在評審過程中儘量以申請者所展示的技能和	

	 過往經驗為主要考量因素。

•	增加遴選過程的透明度，例如主動向外界解釋揀選青年委員的原因，描述他／她如何符合有關	

	 職位的要求。在遴選過程中應主動邀請有關委員會中的年輕成員成為評審團成員，甚至邀請外間	

	 有興趣的青年以觀察員的身份參與評審工作，而觀察員的意見在評審機制中應佔一定比重。

•	在決定開放委員會招募自薦青年前，應進行客觀的研究調查了解青年對甚麼諮詢委員會有興趣，	

	 然後公布有關結果，並根據青年的興趣決定開放哪些委員會進行「青年委員自薦計劃」。

•	加強自薦委員在諮詢委員會的角色，對外宣傳他們的工作。當局應儘量給予自薦的青年委員更多	

	 表現機會，例如邀請他們與相關政府主要官員透過公開活動場合、媒體訪問，以至政策文件	

	 多加宣傳委員會的工作和青年委員的貢獻，讓社會其他年輕人更了解加委員會的工作成效。



香港青年發展藍圖	 123

四、推行參與式預算

參與式預算是一套機制，讓市民參與討論和決定部分公共預算的用途或執行項目的優先次序331。一般的

過程是參加者：一、理解預算項目和議題；二、提案；三、討論或審議方案；四、以不同形式（如問卷

調查、投票）選擇方案的執行優次；五、監察有關方案的落實。有別於傳統的社區諮詢或宣講會，參與式

預算屬較創新的方法吸引青年為社區發展出謀劃策，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想法有機會在社區實踐，從而

加強他們的社區歸屬感，拉近他們與體制的關係，逐漸建立信任。

MWYO自2021年起，分別在觀塘彩福邨和葵青區就個別社區設施和民生議題試行了參與式預算。根據

《促進青年及地區發展：2021年香港彩福邨參與式預算試驗計劃研究報告》，在已完成的彩福邨項目

中，MWYO發現參與式預算能夠：一、改善市民與行政部門的關係；二、提升現行制度的透明度和

回應市民聲音的能力；三、加強公民教育，促進市民思考社區需要和解決辦法，並換位思考理解地區

治理的各種挑戰；四、減輕青年的無力感，提升公民參與效能感；五、提升市民的社區歸屬感；六、

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務質素，讓有限的公共資源投放到公眾最迫切的需要上。

建議當局在一些受青年歡迎的議題或項目上，例如吸引不少年輕人到場參與活動和「打卡」的西九文化區332

和海濱長廊及休憩空間333，揀選特定範圍或議題試行參與式預算。目前有五個海濱公園設有「海濱共享

空間」，這也是發展局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創新之舉。它採取開放式的公共空間管理模式，不少設施和

裝置（如搖搖椅、卡板）容許用家自由移動，以創造獨特的使用體驗。值得留意的是，不同的海濱共享

空間會不時加入「期間限定」元素，當中可以是裝潢，亦可以是遊樂設施（如蔭棚、座椅和鞦韆），

目的是讓市民有更多新體驗。建議局方不妨考慮在「期間限定」部分使用參與式預算，定下活動主題

(如運動或文創）和預算額，由當區居民（包括青年在內）提議、討論和決定落實方案，這不但能激發

更多內容豐富、具創意又實在的海濱公園，而且能吸引更多用家和提升他們的體驗及參與感。

另一具體例子可以是地區上的公園或遊樂設施。近年有不少研究發現目前全港的公園或遊樂設施均側重

於兒童和長者，適合青年玩樂的公園很少，以致青年使用政府轄下的公園或休憩處的平均次數遠比長者

及小童低334。在此背景下，建議政府在地區物識一些康文署轄下已變老舊或使用率低的公共空間，並

預留款項（如100萬元），讓當區青年按撥款宗旨進行討論、提案，並以不同形式（如投票、問卷調查)

決定如何運用款項活化該公共空間，然後由相關政府部門執行青年的提案，使該地成為真正屬於青年

331	郭東旺（2022）。〈優化海濱可加入參與式預算元素〉。《明報》。
	 取自https://www.mwyo.org/tc/opinion_details.php?id=349
332	Yahoo！新聞（2021）。〈【香港好去處】西九文青打卡一日遊	西九文化區藝術活動/	尖沙咀$1炸串/	8.5米高巨型玫瑰/週末市集〉。
《Yahoo！新聞》。

	 取自https://hk.news.yahoo.com/香港好去處-西九-文青-打卡-尖沙咀-市集-055607863.html
333	陶嘉心（2021）。〈多圖｜灣仔海濱海岸堤階平安夜開放　Chocolate	Rain角色供任打卡〉。《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13764/多圖-灣仔海濱海岸堤階平安夜開放-chocolate-rain角色供任打卡
334	智經研究中心(2019)。	
	 取自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920。
	 查詢日期2022年1月26日。

https://www.mwyo.org/tc/opinion_details.php?id=349
https://hk.news.yahoo.com/香港好去處-西九-文青-打卡-尖沙咀-市集-055607863.html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13764/多圖-灣仔海濱海岸堤階平安夜開放-chocolate-rain角色供任打卡
http://www.bauhinia.org/index.php/zh-HK/analyses/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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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倘若最終青年選擇的提案屬於舉辦活動類型（如文藝表演），日後營運上可由康文署作行政

支援。若提案屬於加建設施或美化工程類別，日後除一般維修外，則不應牽涉額外營運，直接開放公眾

使用。整個過程除了可邀請有經驗的非政府組織或智庫提供意見及參與推行，更可邀請青年發展委員會

的「YDC青年大使」參與，讓他們有機會組織和籌辦社會服務活動。

「我諗緊譬如呢啲公園或者海濱公園，會唔會有機會可以俾一啲有意見有想法又

有天份嘅年青人，可以喺工餘時間，聯手將啲藝術創作嘅嘢俾佢哋去發揮。譬如

有啲人鍾意塗鴉，可以喺呢啲地方去自由創作。其實呢啲係相當之好嘅開始，係公共

事務參與嘅一個切入點。」（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參與式預算係一個相對直接啲嘅途徑，俾居民反映自己嘅意見。如果嗰個問題係

真係嚴重嘅，多人認同嘅，就會透過投票表達，然後去改善，我會覺得有少少還政

於民嘅感覺。」（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我覺得而家時下的人都幾關心社會，咁就應該要有多啲渠道俾佢表達。唔係話

搞完一個公聽會就算，而真係可能俾啲青年人走入個體制。好似參與式預算咁樣，

地區問題唔係樣樣嘢都可以即時解決，咁咪就由班青年人話返俾出邊啲人知，點解

有時會咁慢。由佢哋去講返，青年人吸收嘅時候，就會比較容易啲接受。」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五、改善現行的諮詢模式，善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

要了解青年，與其被動等他們來反映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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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與青年之間的溝通，建議當局就某特定議題舉辦公眾諮詢時，除了進行簡介會、會堂

論壇或其他線下公眾參與活動，應加強網上諮詢的部分。政府可設立專門的公眾參與網站，讓青年能在

一站式平台取得有關資訊，包括相關政策文件、諮詢期長短、相關聯絡人，以及反饋渠道等。此網站

需要善用短片、圖像和文字等多元化媒介把一般市民覺得深奧沉悶的政策資料，以簡潔易明的方式介紹

給他們。另外，網站亦可就諮詢範疇進行問卷調查或讓市民直接在那裏發表意見，並提出具體問題，增加

當局收集民意的途徑。相關主事官員應透過該網站直接回應市民的疑問，並向公眾匯報諮詢結果，同時

作為諮詢文件、所得回饋，以及政府回應的綜合存檔。這個公眾參與網站同時可放於現有的一站式青年

資訊平台Youth.gov.hk。

除此之外，建議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等從政者定期透過社交平台（如YouTube、Facebook)

進行直播，主動與市民，尤其是年輕網民溝通。在直播環節中，官員或議員可就着年輕人關心的議題進行

討論，解釋政策或自己的立場，並直接回應網民的提問。這樣那些未能抽空出席社區論壇或簡介會的

年輕人，都可以透過線上渠道直接向政府表達意見，讓參與渠道更多元廣泛，切合不同青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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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促進青年參與地區事務

因應青年目前參與地區事務時面對的挑戰，參考MWYO《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從地區開始》，建議

當局制訂以下措施335：

a.	舉辦「18區青年論壇」

為加強目前地區青年線下參與或諮詢活動的效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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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建立一站式地區青年活動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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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組織架構或出席地區諮詢活動般直接參與社區發展。但好的地區青年活動往往能夠從基礎入手，

逐漸鼓勵年輕人認識及關心社區，是培養參與能力的重要渠道。

為增加地區青年活動的資訊透明度和流通性，改善現時地區青年活動資訊零散的問題，建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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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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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郭東旺（2021）。《讓青年有效參與公共事務	從地區開始》。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096064wRBF.pdf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213096064wRB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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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思地區青年活動的定位，平衡活動的類型

針對目前地區青年活動大多為興趣班、外遊交流和嘉年華等，缺乏鼓勵青年認識和關心所屬社區

的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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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研設活動評核機制和加強18區經驗分享

因應現時地區青年活動成效如何，公眾無從得知的問題，建議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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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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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商界成立「青年顧客參與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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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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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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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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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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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增設多元化的義工服務模式和相應的成效評估機制

義工服務不但讓年輕人能夠直接貢獻社會，過程中青年更可拓闊視野、建立人際網絡、培養責任心和

對社區的關懷與歸屬感。當局必須持續加強與民間組織的合作，製造多元化的服務模式，方便青年可以

在疫情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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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疫情下不少民間組織招募大量義工為有需要人士派發物資，當中不乏青年的身影。在此等

具迫切性的情況下，這些組織性的義工活動或能吸引更多青年參與。與此同時，香港有不少青少年制服

團隊，包括近年由紀律部隊推動的，當局應積極推動這些團隊成員投身社會上不同的義工活動，例如大型

體育賽事和國際性會議，甚至面對疫情風災時提供支援，前提是要為青少年給予足夠的訓練，相信此舉

有助增加青年對社會的歸屬感。另外，為確保青年義工活動的質素，建議當局為政府資助的不同義工

項目（如香港青年服務團），研設相應的成效評估機制，確保活動有助促進青年的身心發展，以及加強

與社會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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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挑戰

一、住房問題並非青年獨有，但卻是眾多青年
發展問題的癥結

• 認同不是青年獨有問題，當資源有限時應先
協助最有需要人士

• 缺乏私人居住空間，不但影響生活質素，更有
機會降低結婚生育的意欲

一、改善青年居住環境，提供可負擔的居住選擇

1. 檢視青年宿舍計劃，由政府主導擴充供應
 • 了解青年宿舍計劃進展緩慢原因，為非政府 

  機構提供協助
 • 研究青年宿舍租金改為與青年平均每月入息 

  掛鈎的可能性
 • 拓展青年宿舍計劃，提供資助鼓勵私營 

  發展商參與，並由相關政策局主導研究和 
  覓地興建青年宿舍的工作

2. 推出「青年租金津貼試行計劃」
 • 津貼18至30歲入息不超過其年齡組別每月 

  入息第75個百分值（下稱水平線），總資產 
 淨值不超過35萬元的在職青年租住300呎 
 或以下，不高於同區平均月租的私人 
  房屋，而他們需支付水平線的20%作租金

 • 計劃由名額2,000個開始試行，為期三年

二、青年渴望擁有私人居住空間，置業不是唯一
辦法

• 青年同意擁有獨立居住空間是人生目標之一
• 申請公屋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獨居或分戶、現時

居所空間狹小和租金高昂
• 青年有意租用單位自住的主要原因是想擁有

私人空間

三、公屋和居屋供應不足應付青年需求

• 配額及計分制下的公屋編配限額上限遠低於
青年申請者數目

• 青年居屋申請者成功率極低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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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情況與青年發展息息相關，它對年輕人的身心健康、人身安全、學習表現、事業發展、社會參與和

歸屬感，以至由兒童過渡至成人的整個過程均有深遠影響336。在香港，住房需求一直是不同年齡層的市民

最關心的議題之一337。面對房價長期高漲、個人收入增長停滯338、房屋支援政策未能滿足市民需要339，

現屆政府亦指出住屋難、住屋貴和住屋細的問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而青年亦會因居住成本過高而難以

儲蓄個人財富，窒礙一些青年大膽創新的意欲340。因此，藍圖將致力了解現時年輕人在住房方面的挑戰

及其影響，並提供相應支援，以免住房問題成為青年在成長關鍵時期盡展潛能的絆腳石。

綜合本研究的焦點小組意見及文獻資料，過去數年青年在居住範疇正面對一些主要挑戰，為此本報告

提出相應的發展目標建議，有關扼要如下：

表十七：當下挑戰和發展目標扼要

336	Bev	James	(2007).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Housing	Experiences:	Issues	and	Scopin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3695283_Children_and_Young_People’s_Housing_Experiences_
Issues_and_Scoping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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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選定地方應對青年住屋需要的政策措施》。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n04-policy-measures-to-address-housing-needs-of-
young-people-in-selected-places-20190122-c.pdf

339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40	政府新聞網（2021）。〈增加土地供應	突破發展困局〉。
	 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7/20210725/20210725_110412_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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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n04-policy-measures-to-address-housing-needs-of-young-people-in-selected-places-20190122-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n04-policy-measures-to-address-housing-needs-of-young-people-in-selected-places-201901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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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news.gov.hk/chi/2021/07/20210725/20210725_110412_1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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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青年提供更清晰的置業前景

1. 推出「共享業權及可負擔居所計劃」
 • 政府興建或製造誘因鼓勵發展商興建「共享
  業權」房屋，讓25至40歲青年優先購置。 

 買家可先透過按揭購買物業部分業權（如 
 50%），並按餘下業權比例繳付租金（如 
 五折），然後在指定期限內（如10年）逐漸 
 購買更多業權直至完全擁有該物業

 • 研究為這類房屋設置較市價低的價格（如 
 市價的六成），並規定其價格必須維持在 
 某個固定水平，不能跟隨樓市升值。業主 
 只能按該固定價格水平賣給政府或有關 
  發展商，而政府或發展商應以該固定價格 
 水平賣給其他合資格人士，以確保社會 
  有一定的可負擔的置業選擇

四、青年無力負擔現時的樓價

• 青年不考慮置業的主要原因為樓價高而感
不值、未能付首期及供款等

• 香港樓價急升，青年自置戶主比率則大跌
• 青年每月工資增長速度遠不及樓價升幅，單靠

工資收入難以置業

五、房子的首要功能應用作居住

• 青年認為房子應用作居住，而不是投資炒賣
的產品

• 香港樓價增長急速，經濟發展受地產業嚴重
扭曲是不健康的現象

六、政府支援力度應更大和從多方面入手

• 青年認為政府應加快興建公屋，解決市民居住
問題

• 感到青年宿舍計劃成效有限，落成速度與
數量遠遠滿足不了有需要的青年

• 青年希望政府在控制房屋市場上的角色更大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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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當下挑戰

7.1.1.	住房問題並非青年獨有，但卻是眾多青年發展問題的癥結

綜合討論住房問題的焦點小組資料，所有受訪青年均認同居住環境欠佳和置業困難不是青年所獨有，當

資源有限的時候，政府應優先協助最有需要的社會人士，例如貧窮長者和沒有工作能力的弱勢社群，而

剛畢業的青年處於事業發展初期，未能置業屬正常現象。不過，有受訪者補充，若然青年到30多歲希望

邁向人生結婚階段仍未能置業，那確實是一個問題。他們認為目前社會普遍的住房困難會引發其他青年

發展問題，例如缺乏私人居住空間，不但影響生活質素，更有機會降低青年結婚生育的意欲。

「我覺得香港解決咗房屋問題嘅話會解決好多其他問題。因為起碼生活入面最大嘅

負擔無咗，我覺得可能多咗人敢去冒險先啦，無論係工作上或者其他人生抉擇

都好。」（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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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咁上下你會想有個人空間。即係點解唔結婚唔生仔亦都係因為無個人空間

呀嘛。我唔想未來嘅另一半要走嚟同奶奶住，跟住又要嗌交，屋企又好細架啦，仲要

日日對住咁樣。」（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7.1.2.	青年渴望擁有私人居住空間，置業不是唯一辦法

多位討論相關課題的焦點小組受訪青年不約而同地提到希望擁有私人居住空間。他們指有些年輕人就算

沒有置業能力，都會選擇搬離原本與父母同住的地方，自己租樓或申請公共租住房屋（下稱公屋），

某程度上置業只是獲得私人居住空間的方法之一。根據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的資料顯示，

在2020年，30歲以下配額及計分制公屋申請者的申請三大原因為「希望獨自居住或分戶」（75%）、

「現時居所空間狹小」（31%）和「現時居所租金高昂」（10%）341。參考青協和香港建築師學會2016年

的研究，逾六成18至34歲受訪青年同意擁有獨立居住空間是人生目標之一（60.9%），而表示有意租用

單位自住的受訪青年中，最高比例是因為想擁有私人空間（37.6%）342。

「我覺得置業唔係純粹為了擁有一個物業，而係擁有一個空間。你擁有自己嘅空間

就可以隨時帶朋友上嚟傾偈或帶另一半上嚟住都得。」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7.1.3.	公屋和居屋供應不足應付青年需求

根據房委會的資料顯示，目前公屋的申請主要為兩大類，包括一般申請者（即家庭及長者一人申請者)

和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343。過去有大量青年透過配額及計分制登記輪候公屋，不過

自2015年政府提出修訂讓較年長的申請者優先獲得公屋編配起344，30歲以下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

由2016年的71,300名（佔總申請者53%）下跌至2020年的44,000名（佔總申請者42%）345，唯數量

仍然龐大，遠超2011年的29,100名346。值得留意的是，配額及計分制下的每年的編配限額是當局擬編

配給公屋申請者單位總數的10.0%，上限是2,200個347。可見有關公屋供應遠遠未能滿足青年需求。

341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2021）。〈2020	年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統計調查的主要結果〉。《文件編號：SHC	4/2021》。
取自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SHC0421-TC.pdf

342	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青年協會（2016）。《香港青年對住屋的期望研究報告》。	
	 取自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7/09/香港青年對住屋的期望研究報告_Full-Report_on-web.pdf
343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2021）。〈2020	年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統計調查的主要結果〉。《文件編號：SHC	4/2021》。
取自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SHC0421-TC.pdf

344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45	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2021）。〈2020	年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統計調查的主要結果〉。《文件編號：SHC	4/2021》。
取自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SHC0421-TC.pdf

346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47	政府新聞網（2021）。〈逾三萬一千公屋單位可供編配〉。	
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6/20200622/20200622_191410_861.html?type=ticker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SHC0421-TC.pdf
https://yrc.hkfyg.org.hk/wp-content/uploads/sites/56/2017/09/香港青年對住屋的期望研究報告_Full-Report_on-web.pdf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SHC0421-T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common/pdf/about-us/housing-authority/ha-paper-library/SHC0421-T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news.gov.hk/chi/2020/06/20200622/20200622_191410_861.html?type=t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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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者有其屋計劃（下稱居屋）方面，成功申請的市民可購買由房委會統籌、策劃及興建的資助出售

房屋，其價格一般為市價折減三至四成348，故有關申請的競爭一直十分激烈。立法會文件顯示，在2017年

就有近五成的居屋申請者屬30歲以下人士（49.0%），達50,957人，其中大部分為一人申請者。可是，

由於一人申請者的選樓優先次序排在家庭及長者申請者之後，而所獲得的配額一般佔總額數約10%349，

故在2017年2,120名居屋成功買家中，只有5%屬一人申請者。而在50,957名30歲以下申請者中，最終

只有297名成功買家，成功機率低於0.6%350。能受惠於居屋的年輕申請者只屬非常少數。

7.1.4.	青年無力負擔現時的樓價

大部分討論相關課題的受訪青年認為置業對他們而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住房數量不足和樓價

高企，僅靠工作收入儲蓄置業，恐怕用上多年時間也難以成功。加上不少青年存錢有其他用途（如出國

進修、旅遊），所以很多年輕人一開始就打消了置業的念頭。其次，受訪者更指香港的資本市場風氣

不健康，過去最成功的致富例子都離不開地產生意，間接鼓勵社會和資本家以地產買賣累積財富。他們

認為相比起國外其他地方，一般青年在本地努力工作所獲得的居住品質回報與付出比例十分不合理。

公屋聯會和新論壇於2018年的有關報告顯示，有近四成半18至40歲受訪青年不考慮買樓，其中主要原

因為「樓價太貴唔值」（39.6%）、「供唔起」（30.0%）和「唔夠錢俾首期」（26.6%）351。

「好多青年都覺得買樓係一樣無可能嘅嘢。因為房價實在太高，同埋薪金又低，就算

願意死慳死抵儲好耐都唔一定得。」（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相比外國或者其他地方，你同一舊錢其實可以買到一個更好嘅空間，咁可能你做

嘅嘢未必需要喺香港咁高壓。即係我覺得個比例唔係好啱，譬如香港你可能要做到

好高級先可以買到一個咁嘅單位，你外國做啲可能低技術啲，都可以有一個平衡嘅

生活，有一個舒適嘅空間。我覺得呢個比例喺香港係好誇張。」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大學生）

參考立法會《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報告，香港的樓價於2004至2019年間急升近四倍

(391%），35歲以下的年輕自置戶主的比率亦由1997年的22.1%（198,100人），大幅下跌至2019年的

7.6%（98,200人）352。由於青年首次置業時一般傾向選擇較容易負擔的40平方米以下較小的單位，

348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49	香港房屋委員會（2022）。〈一般銷售資料	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單位2022	(居屋2022)〉。
	 取自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home-ownership/hos-flats/general-sales-information/index.html
350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51	公屋聯會、新論壇（2018）。《青年住屋需求意見調查分析報告》。香港：公屋聯會、新論壇。
	 取自https://www.ncforum.org.hk/file/upload/file_915_XFu.pdf
352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1）。《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rb02-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of-home-ownership-
for-hong-kong-202103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home-ownership/hos-flats/general-sales-information/index.html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ncforum.org.hk/file/upload/file_915_XFu.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rb02-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of-home-ownership-for-hong-kong-202103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rb02-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of-home-ownership-for-hong-kong-202103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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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一個位於九龍的35平方米私人住宅單位為例，差餉物業估價署資料顯示它於2011年的平均售價為約

2,365,790元，而在2020年則上升至約5,714,170元（是同期25至34歲青年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

約293倍），升幅約2.42倍353。相比之下，2011年至2020年間，25至34歲青年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

由13,100元增至19,500元，升幅只有約1.49倍354，遠不及樓價的上升速度。可見一般青年單靠工資

收入確實難以置業。

7.1.5.	房子的首要功能應用作居住

大部分討論相關課題的受訪青年認為房子應用作居住，是一個家的地方，而不是投資炒賣的產品，惟

香港目前樓價增長急速，經濟發展過分受地產業嚴重扭曲是不健康的現象。有受訪者亦提到，如果可以

用一個較低的價錢買到房子，就算該房子沒有任何升值可能，假設它的品質與其他有升值可能的物業

一樣，他們會更傾向選擇前者。因為房子對他們及其身邊大部分青年朋友而言都是用於自住，希望有個

好的生活環境而已，所以能否升值影響不大。不過，亦有少數受訪者認為居住和投資的功能可以並存，

業主應能夠一邊自住，一邊讓物業價值上升。參考公屋聯會和新論壇於2018年有關青年住屋需求的意見

調查，在18至40歲受訪者中，他們打算置業的最主要原因為「結婚需要」（41.9%），其次為「改善

居住環境」（37.3%），而「投資」只佔10.4%355。

「一個健康嘅社會係應該攞房屋嚟住嘅。香港咁癲係因為攞哂嚟炒，所以先搞到

咁貴啫。一啲生活水平高、最幸福嘅國家如德國或者北歐咁樣，都有好苛刻既樓宇

政策，譬如啲租金租約條款係好保護租客，或者啲樓唔係隨便可以買，或者成個

社會心態係咁樣，樓應該係一個家嘅地方。」（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我同意居住係首要功能，但係居住同投資唔係互相排斥的。當我買咗呢層樓，

我用嚟住，亦可以等如年年投資咁。我擺咗咁多錢入去，之後當個市好佢會升值，

其實都係居住加投資。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如果要置業嘅一個方法。」

（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7.1.6.	政府支援力度應更大和從多方面入手

所有討論相關課題的焦點小組受訪青年均表示，目前政府應加快興建公屋，解決市民居住問題，至少

青年想成家立室都有足夠空間。至於針對年輕人的青年宿舍計劃，受訪者認為計劃概念能夠提供私人

居住空間，但實際成效十分有限，因為其落成速度與數量遠遠滿足不了有需要的年輕人。部分受訪者

353	差餉物業估價署（2022）。〈物業市場統計資料〉。
	 取自https://www.rvd.gov.hk/tc/publications/property_market_statistics.html	
354	政府統計處（2022）。〈表E012：按性別、年齡組別、教育程度、職業組別及行業主類劃分的僱員每月工資中位數〉。
	 取自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scode=210&pcode=D5250017
355	公屋聯會、新論壇（2018）。《青年住屋需求意見調查分析報告》。香港：公屋聯會、新論壇。
	 取自https://www.ncforum.org.hk/file/upload/file_915_XFu.pdf

https://www.rvd.gov.hk/tc/publications/property_market_statistics.html
https://www.censtatd.gov.hk/tc/EIndexbySubject.html?scode=210&pcode=D5250017
https://www.ncforum.org.hk/file/upload/file_915_XF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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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從未聽過有關計劃，反映其宣傳力度和社會效益有待改善。有關置業方面，所有受訪青年均希望政府

在控制房屋市場上的角色可以更大。由於香港金融和資本市場環境複雜，他們認為單靠增加住房供應

和依賴自由市場機制不足以解決問題。當局要較多從房屋租置政策入手，針對不同群體設置限制或提供

支援。

「我反而覺得增加供應但係無相應嘅買樓政策，或者消費者政策去做多少少限制嘅

話係無用。以香港咁有錢嘅經濟，同埋咁多外來資金流入來，我覺得更多嘅供應，

都會有需求去食咗佢囉。政府應諗吓點樣加啲限制，唔係一味俾得起錢就買到。我

希望香港可以好似新加坡咁樣，喺住屋嗰方面呢係計劃經濟。如果唔係住屋嘅問題

係永遠無可能解決得到。」（一名參與焦點小組訪談的在職青年）

7.2.	發展目標
早於1991年，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已通過有關「適足住房權」（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的決議，指出「住房權利不應狹隘或限制性地被理解為有瓦遮頭的住處或一種商品而已，它

應該被視為安全、和平和尊嚴地居住於某處的權利。」適足住房權應包括以下要素：一、住屋使用權的

法律保障；二、服務、材料、設備和基礎設施的供應；三、可負擔性；四、宜居程度；五、住屋機會；

六、地點；七、文化環境356。2015年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範疇，亦訂下「到2030年，要確保人人獲得適當、安全和負擔得起的住房和基本服務」具體目標357。

除此以外，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十九大報告更指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併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358。」

基於國家和聯合國對住房權利的方針，香港政府應制訂相應的房屋政策解決市民住屋問題。當局於

2014年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就提出三大策略性方向359，希望逐步扭轉現時房屋供求失衡的情況，

其中包括：

•	加建新公屋，善用現有公屋資源；

•	加建資助出售單位，豐富資助自置居所的形式並促進現有單位在市場流轉；

•	透過持續土地供應及適時實施需求管理措施以穏定樓市，並在私人住宅物業銷售和租務上促進	

	 良好做法。

356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Treaty	Bodies	(2022).	UN	Treaty	Body	Databas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sr-housing/human-right-adequate-housing
357	聯合國（2022）。〈目標11：建設包容、安全、有抵禦災害能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區〉。
	 取自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cities/
35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17）。〈習近平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
	 取自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18/content_5232656.htm
359	運輸及房屋局（2022）。〈長遠房屋策略〉。
	 取自https://www.thb.gov.hk/tc/policy/housing/policy/lths/

https://www.ohchr.org/en/special-procedures/sr-housing/human-right-adequate-housing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cities/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18/content_5232656.htm
https://www.thb.gov.hk/tc/policy/housing/policy/l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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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關長遠策略方針下，藍圖將因應年輕人當下面對的挑戰，致力為青年提供支援，其發展目標應包括360：

•	改善青年居住環境，提供可負擔的居住選擇

•	為青年提供更清晰的置業前景

7.2.1.	改善青年居住環境，提供可負擔的居住選擇

鑑於現時青年對公屋和居屋需求殷切，但在輪候及配額編制上年輕人往往處於弱勢，有為數不少的青年

目前正居於惡劣和狹窄環境，並渴望擁有理想私人居住空間。為此，政府除了長遠要大刀闊斧增加公屋

和居屋數量，以及穏定樓市價格外，短期內應檢視青年宿舍計劃，並從私人住宅租金支援方面入手，

改善青年居住環境，提供可負擔的居住選擇。

一、檢視青年宿舍計劃，由政府主導擴充供應

青年宿舍計劃的目的包括滿足部分在職青年對擁有自己居住空間的渴望，以及讓青年租戶可為達致中

期個人發展目標積累儲蓄361，這是應對當下青年住屋挑戰的正確方向，但過去有關項目的落成時間過

長一直為人詬病。計劃早在2011年政府施政報告提上日程362，由當局撥出10億363全數資助非政府機構

將其部分閒置用地改作興建青年宿舍，並由該非政府機構自負盈虧營運，以低於市價的價錢出租給18

至30歲合資格租戶，租期最長五年364。然而，截至2022年初，只有青協位於大埔的PH2落成（造價

1.75億元），提供80個宿位，而元朗的「保良局李兆基青年綠洲」預計在2022年內開始招租。另外大部分

其他項目計劃仍在籌劃或興建中，而且沒有指明完工時期365，不少當年的青年也等到成為中年人士。

另外，雖然青年宿舍不可收取超出鄰近地區市值水平60.0%的租金，但樓市升幅往往拋離青年薪金上

升速度。對於在職青年來說，尤其在香港島和九龍等租金較高地區的青年宿舍租金隨時已佔青年入息約

25%至50%，很多青年仍難以負擔366。因此，建議政府檢視青年宿舍計劃進展緩慢的原因，了解非政

府機構面對的挑戰，並提供協助。與此同時，當局應考慮對有關非政府機構增加資助，研究青年宿舍租

金改為與青年平均每月入息掛鈎的可能性。長遠而言，當局應拓展青年宿舍計劃，當中僅靠非政府機構

360	有關建議主要對象為青年，但政府或相關持份者認為適合，可將受惠對象推廣至其他群組。
361	立法會秘書處（2021）。〈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青年宿舍計劃〉。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210111cb2-588-4-c.pdf
36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1）。〈支援青少年〉。《2011-12施政報告》。
	 取自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11-12/chi/p104.html
363	高晉猷、黃雲娜（2020）。〈三大問題致良好政策一團糟　青年宿舍無法令青年安居〉。《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周報/523926/三大問題致良好政策一團糟-青年宿舍無法令青年安居
364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65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66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210111cb2-588-4-c.pdf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11-12/chi/p104.html
https://www.hk01.com/周報/523926/三大問題致良好政策一團糟-青年宿舍無法令青年安居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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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土地數量始終有限，故應考慮提供資助鼓勵私營發展商參與。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負起解決青年

居住問題的重要責任，由相關政策局主導研究和覓地興建青年宿舍的工作，例如新冠疫情往後若有機會

結束，當局不妨考慮研究將現時的檢疫設施，例如竹篙灣檢疫中心和方艙醫院改建為青年宿舍的可能性。

二、推出「青年租金津貼試行計劃」

除了青年宿舍計劃，政府應制訂其他紓緩青年住屋困難的中短期措施。建議當局研制「青年租金津貼

試行計劃」，津貼18至30歲入息不超過其年齡組別每月入息第75個百分值（約20,000元367，下稱

水平線），總資產淨值不超過35萬元的在職青年租住300呎或以下，不高於同區平均月租的私人房屋，

而他們需支付水平線的20.0%（約4,000元）作租金。計劃由名額2,000個開始試行，為期三年。此

計劃目的為即時協助有需要的青年順利過渡到入住公屋、有能力租住更高質素的私樓或置業的階段。

這是屬於中短期措施，長遠要處理香港居住問題，仍要大刀闊斧覓地建屋和透過宏觀的房屋政策支持。

「青年租金津貼試行計劃」可先在新界區提供2,000個名額，以2019年18至30歲每月入息的第75個

百分值為21,000元為例368，受惠青年需支付21,000元的20.0%作租金，即4,200元，餘下的由計劃

津貼。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2021）》（下稱「報告」），新界區2019年40平方米

(430呎）以下的單位平均月租為每呎29.4元（300呎即8,820元）369。

以此推算，資助一名青年在新界區租樓每月所需金額為4,620元（三年涉及166,320元，2,000個名額

即約3.3億元），整個計劃為期三年則約9.9億元。「報告」亦指出，中／小型私人住宅單位（實用面積

少於100平方米）於2020年的空置量有45,260個，預計2021年及2022年新落成的單位分別有17,250個

和19,010個，主要來自新界區，分別佔預測落成量的57.0%（約9,833個）和60.0%（約11,406個）370。

可見市場具備足夠單位提供給此計劃的2,000個名額。相比起部分青年宿舍項目，此計劃效率和受惠

人數均較高，合經濟效益。需要留意的是津貼金額會因應青年入息和各區樓市租金水平變動而改變，

當局需按實際情況適時為計劃進行調整。

為了防止有業主因此計劃而大幅加租，政府可考慮物識和邀請業主參與計劃，並提供誘因如資助他們

翻新住宅。而參與計劃的業主在三年內不能加租，或者加幅不能高於某個水平，如同區租金上升的平均

幅度。此外，為進一步令計劃針對性地幫助到對未來有打算和希望向上流的青年，以及協助他們實踐

367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68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69	差餉物業估價署（2021）。《香港物業報告2021》。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
	 取自https://www.rvd.gov.hk/doc/en/hkpr21/PR2021_full.pdf
370	差餉物業估價署（2021）。《香港物業報告2021》。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
	 取自https://www.rvd.gov.hk/doc/en/hkpr21/PR2021_full.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rvd.gov.hk/doc/en/hkpr21/PR2021_full.pdf
https://www.rvd.gov.hk/doc/en/hkpr21/PR2021_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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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當局可要求參與計劃的青年提交計劃書，闡述個人發展和未來住屋計劃（如儲蓄和工作計劃），

並資助相關的社會服務機構或企業（如「要有光」371）提供諮詢和跟進服務，定期檢視參加者的儲蓄及

工作計劃狀況，指導他們理財等。

在申請資格方面，建議此計劃開放一人申請及二人申請類型（當一名額計）。二人申請者的資格同樣須

為18至30歲、各自入息不超過其年齡組別每月入息第75個百分值，總資產淨值合共不超過	70	萬元的在

職青年。在二人申請類別下，二人只需各支付18至30歲每月入息的第75個百分值的10.0%作租金（約

2,100元）372，合共約4,200元租住300呎或以下的私人住宅，餘下的由計劃津貼。當局亦可考慮容許願

意承擔更多租金，但希望租住更大空間的二人申請者租住不超過某呎數（如400呎）的私人住宅。

當計劃申請者超出名額時可以進行抽簽，某些類別的申請者或可優先考慮。例如已婚夫婦二人申請者，

這一方面讓有需要的年輕夫婦擁有適合的居住空間，另一方面為因住屋問題而不敢結婚和生育的年輕人

減輕壓力。另外，一些原來居住環境惡劣和已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的在職青年亦應為優先受惠對象，

這可參考政府以往相關計劃的申請條件，例如關愛基金過去的「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

津貼373」援助項目。

7.2.2.	為青年提供更清晰的置業前景

置業是在社會向上流動的重要標誌，它有助培養社會歸屬感和促進政治穩定374。然而，面對香港高昂的

樓價，不少原本有意置業的青年難免會感到心灰意冷。為此，當局必須設法提供足夠可負擔的房子和

支援政策，讓青年看見清晰的置業前景。

一、推出「共享業權及可負擔居所計劃」

為協助青年能以一個相對容易負擔的價格踏上風險較低的置業階梯，參考英國「2016-2021共享業權

及可負擔居所計劃」，建議政府直接興建或製造誘因鼓勵發展商興建「共享業權」房屋，讓25至40歲

首次置業的青年優先購置。買家可先以按揭購買物業部分業權（起步點可設為50%），並按餘下業權比

371	「要有光」是香港首個社房企業，注重為受助住戶提供「向上流動訓練」。受助住戶需接受「要有光」專職人員督導，在不多於3年
的訓練期內，訂立個人發展目標，並每月檢視各項關鍵發展指標的進展。「向上流動訓練」既重視自力更生，又重視工作生活平衡。
最終目標是希望受助住戶能夠累積到足夠的經濟動力和信心，以至在「畢業」遷出後仍然能夠獨立自處、安家立業，繼續發展更理想
的生活。如欲了解更多，可查閱https://www.lightbe.hk/aboutus

372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0）。〈對青年人的房屋支援〉。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
20200109-c.pdf

373	2013年，關愛基金預留了約9,100萬元推行此項目，為居住環境惡劣的低收入人士提供一次過津貼，以紓緩他們的經濟壓力。津
貼金額為一人住戶3,000元，二人住戶6,000元，而三人或以上住戶則劃一為8,000元。估計約有超過13,000多個住戶（近30,000
人）可受惠。如欲了解更多，可查閱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0/08/P201210080336.htm

374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21）。《自置居所對香港社會經濟的影響》。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rb02-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of-home-ownership-
for-hong-kong-20210301-c.pdf	

https://www.lightbe.hk/aboutus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920issh16-housing-assistance-for-young-people-20200109-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210/08/P201210080336.htm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rb02-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of-home-ownership-for-hong-kong-20210301-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2021rb02-socioeconomic-implications-of-home-ownership-for-hong-kong-202103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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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繳付租金（如五折），然後在指定期限內（如10年），按經濟能力逐漸購買更多業權，每次最少購買

25%，直至完全擁有該物業375。

以港島區一個350呎單位為參考，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2021）》，在2019年其平均價格

為約597萬元，而平均月租為約16,000元。如果「共享業權」房屋的定價一開始與市價一樣，而買家

一開始以按揭方式（以九成按揭、30年按揭年期、年息2.5%計算）購入此單位的50%業權，即首期

為298,500元，每月供款11,077元。由於該買家只需向政府或發展商承租餘下50%業權，所以該單位

的每月租金為8,000元。如果買家能在指定時間內（如10年）成功購買所有業權，建議當局考慮讓買家

過去所繳付的部分或全部租金可用作回購物業的款項。倘若買家在指定期限內未能成功購買所有業權，

或者決定中途退出計劃，則只能向政府或發展商以原價打折（如七折）出售持有的業權，以支付過程中

所衍生的行政費，然後遷出該單位376。

為了協助買家順利置業，政府或發展商可提供諮詢和跟進服務，協助買家制訂置業計劃，並定期檢視

他們的儲蓄及工作狀況，甚至提供理財知識等。在申請資格方面，此計劃可讓25至40歲青年，首次

置業人士優先申請，而申請資格可參照現行居屋申請人的安排。另外，為了避免「共享業權」房屋價格

日後跟隨樓市大幅上升，變得難以負擔，失去了當初為年輕人提供較易負擔的置業階梯之原意，建議當局

研究先為這類房屋設置較市價低的價格（如市價的六成），並規定其價格必須維持在某個固定水平，

不能跟隨樓市升值，目的為防止這類房屋成為投資炒賣的產品，同時讓它能夠吸引一些並非以投資為

置業主要原因的青年以較低的價格置業。而希望賣出此物業的業主只能按該固定的價格水平賣給政府或

參與計劃的發展商，而政府或相關發展商應繼續以此固定的價格賣給其他合資格人士，以確保社會

有一定數量的可負擔的置業選擇給青年。

參加計劃的發展商需明白這個項目與其他以利潤為本的地產項目有別，這更多是一項展現企業社會責任

的計劃，目的是協助更多青年登上置業階梯。不過當局仍需考慮提供不同誘因鼓勵私人發展商參與，

例如以較低地價優惠邀請發展商投標土地興建此類房屋、降低補地價金額讓持有土地的發展商興建此類

房屋、協助有關建屋項目的融資或直接提供資助等，操作上亦可參考以往的「私人參建居屋計劃377」，

由發展商按土地投標條款上的指定規格興建房屋，並由房委會監管整個發展過程和包銷全部單位。

375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2019）。《選定地方應對青年住屋需要的政策措施》。香港：立法會秘書處。
	 取自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n04-policy-measures-to-address-housing-needs-of-
young-people-in-selected-places-20190122-c.pdf	

376	差餉物業估價署（2021）。《香港物業報告2021》。香港：差餉物業估價署。
	 取自https://www.rvd.gov.hk/doc/en/hkpr21/PR2021_full.pdf
377	私人參建計劃於	1978	年推出，是居者有其屋計劃的輔助計劃。根據私人參建計劃，政府透過招標向私人發展商提供用地並要求
依照工程規格附表的規定。工程規格附表列明了工程規格，包括最低房間面積，房間大小，每樓層的單位數量，固定裝置的質素
等。根據私人參建計劃的契約，出售單位的價格是預先釐定並須售予香港房屋委員會提名的買家。買家所須符合的資格和須遵守的
轉售限制，與在居屋計劃下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的買家資格和轉售限制相同。如欲了解更多，可參閱https://www.thb.gov.hk/eng/
policy/housing/policy/lths/lthb_consultation_doc_CH7_chi.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n04-policy-measures-to-address-housing-needs-of-young-people-in-selected-places-20190122-c.pdf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819in04-policy-measures-to-address-housing-needs-of-young-people-in-selected-places-20190122-c.pdf
https://www.rvd.gov.hk/doc/en/hkpr21/PR2021_full.pdf
https://www.thb.gov.hk/eng/policy/housing/policy/lths/lthb_consultation_doc_CH7_chi.pdf
https://www.thb.gov.hk/eng/policy/housing/policy/lths/lthb_consultation_doc_CH7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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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不幸經歷因反對《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而引起的

社會事件（下稱社會事件）。截至2021年7月31日，共有10,265人因是次社會事件被捕，其中逾八千人

為40歲以下青年378，逾四千人為學生379。在被補人士中，有2,684人被檢控，學生佔1,102人，而且

有1,173人的案件仍在司法程序當中380。香港是法治社會，所有違法人士必須承擔法律責任。而隨着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香港進入由亂及治的階段，往後年輕人再次上街參與非法抗爭的成本大為提高，

類似的大型社會事件再現的機會亦隨之下降。然而，由於被捕人士眾多，倘若處理不善，將有礙他們

重投社會，構成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長遠將不利政府管治和施政。

這八千多名青年是普通學生或上班族，仍能貢獻香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部分更是高學歷人士381或持專

業技能。有別於其他罪犯，他們的犯罪動機一般非為個人物質利益，不等同常見的犯罪高危群組。由於

2019年修例時社會氣氛極不正常，在激情衝擊之下，一些年輕人衝動做出過激行為。除極少數之外，

大部分被捕青年都不是本性很壞之人，有經過教育幫助改變的可能，而且他們冷靜下來後，都對過往

行為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可是，現時他們面臨失學或失業的困境，令其生涯規劃與發展大受打擊，不但

未能積極貢獻這個地方，反之有機會轉化成持續危害城市的負能量，大幅提升社會成本。因此，藍圖將

正視因社會事件被捕青年的問題，在尊重法治精神的大原則下，針對非極端者在依法判決後協助他們

重回正軌，並建議政府藉此釋放出讓年輕人改過自新的善意，為未來修補社會撕裂和協助相關青年與

社會重建關係及信任展開工作。

綜合文獻資料，過去數年青年在社會關係重建範疇正面對一些主要挑戰，為此本報告提出相應的發展目

標建議，有關扼要如下：

378	MWYO青年辦公室（2021）。《反修例事件：被捕青年及社會的出路》。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443133712NxmW.pdf
37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十七題：社會事件統計數字〉。《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29/P2021092900631p.htm
38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21）。〈立法會十七題：社會事件統計數字〉。《新聞公報》。
	 取自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29/P2021092900631p.htm
381	黃偉倫（2021）。〈反修例事件被捕人士4成為學生　學者成立計劃支援情緒助重投社會〉。《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57887/反修例事件被捕人士4成為學生-學者成立計劃支援情緒助重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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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443133712NxmW.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29/P2021092900631p.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09/29/P2021092900631p.htm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57887/反修例事件被捕人士4成為學生-學者成立計劃支援情緒助重投社會


當下挑戰

一、因社會事件被捕的青年及其家人整體上面臨
多重挑戰

• 被捕青年及其家人在情緒健康、將來計劃、
經濟狀況、家庭關係、朋友及學校關係，以及
「手足」  關係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

•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形成一個困局，如
要協助被捕青年走出困局，社會各界必須提供
適時及適當的支援

一、協助因社會事件被捕青年重回社會生活

1. 學習及就業支援
 • 在保安情況許可下提供網上學習支援
 • 提供獲取專業資格支援
 • 提供就業配對支援
2. 情緒及法律支援
 • 評估現有青年支援服務的成效，並提供 

  改善建議和資源配套
 • 加強社區分享活動
 • 聯絡大學法律系設立針對社會事件的法律 

  資訊網站

二、青年被捕後面對不同階段的困難

• 青年被捕後大致會經歷「剛被捕」、「候審」
和「審判程序和結束」三個主要階段

• 不同階段他們面對的挑戰和需要的支援都有所
不同

二、重建各界關係

1. 關係重建支援
 • 加強家庭關係重建計劃
 • 加強社區關係重建計劃

三、現有支援的困難

• 部分因社會事件被捕的青年傾向不認罪及
不妥協

• 被捕青年傾向不信任及不說話
• 社會撕裂太大，凝聚各界不容易
• 舊的方法不奏效，支援需有新思維

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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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當下挑戰和發展目標扼要

																												
382

8.1.	當下挑戰
根據MWYO於2021年發表的《反修例事件：被捕青年及社會的出路》報告（下稱報告）383，現時因社會

事件被捕青年正面對以下三大問題。

8.1.1.	因社會事件被捕的青年及其家人整體上面臨多重挑戰

報告指出青年及其家人在情緒健康、將來計劃、經濟狀況、家庭關係、朋友及學校關係，以及「手足」

關係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難，詳情如下：

382	指有共同經驗參與社會事件人士。
383	MWYO青年辦公室（2021）。《反修例事件：被捕青年及社會的出路》。香港：MWYO青年辦公室。
	 取自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443133712NxmW.pdf

https://www.mwyo.org/attachment/cms1/cms1Pdf/16443133712NxmW.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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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健康：被捕後的青年承受深遠的情緒困擾，或出現創傷後遺症。而被判拘留式刑罰的	

	 青年須面對在囚的壓力，並增加對未來的憂慮，刑期較長的意志會更消沉。

•	將來計劃：被捕青年的將來計劃均被打斷，年紀較輕的會更容易失去方向或只追求難以實現	

	 的理想，已被判拘留式刑罰的對前途會更加憂慮。他們對香港前景失去信心和恐懼再次被捕	

	 及監禁，極可能驅使他們離開香港。

•	經濟狀況：由於就業及升學出現困難，這些青年的經濟狀況變得更差。縱使有一些組織提供	

	 經濟協助，但長貧難顧。特別是無家可歸的，在就業困難的情況下，更要承擔更多生活開支。

•	家庭關係：因為政見不同，部分青年會與家人關係疏遠或決裂，情緒上是另一個沉重打擊，	

	 加上失去家庭的經濟及住屋供應，更是百上加斤。成長於問題家庭的被捕青年更會勾起兒時	

	 被暴力對待的傷痛。

•	朋友及學校關係：雖然一些仗義幫忙的朋友及老師能提供支援網絡，可惜不是每個被捕青年	

	 都會遇到。部分會對朋友及校方出現高度的不信任及懷疑，封閉自己，拒絕外界支援，這會	

	 影響他們重整生活。

•	「手足」關係：「手足」成為同路人並自行組織起來，提供多方面的支援。被判拘留式刑罰的	

	 「手足」相依為命，外面的「手足」也會鼓勵獄中的「手足」，並支援他們出獄後的生活。

	 可是，過分地自成一角，形成太強的內聚力，或會令他們沉醉於現狀，不去尋找更適合的出路，	

	 減少與社會各界重建關係的機會。

這些問題是環環相扣的，形成一個困局，如要協助因社會事件被捕的青年走出困局，社會各界必須提供

適時及適當的支援。

8.1.2.	青年被捕後面對不同階段的困難

青年被捕後，大致會經歷「剛被捕」、「候審」和「審判程序和結束」三個主要階段。不同階段他們面對

的挑戰和需要的支援都有所不同。

剛被捕時，青年及其家人即時需要充足的法律資訊，使家人可以掌握到子女的情況，青年亦可了解當時

的個人權利。可是，由於被捕人數太多，有些會缺乏專業人士的照顧，繼而一開始就做了對自己判刑

不利的事。再者，他們會聽聞或親身經歷很多導致心理創傷的事情，令其與社會各界關係進一步惡化，

影響日後的關係重建的工作。現時，被捕青年的人數有所下降，在警署範圍的支援會較以往充足。但

值得留意的是當時大量被捕人數現正處於候審及審判後的階段。

在候審階段，這段時間越長，對被捕青年的煎熬越大。這段時期被捕青年需要情緒、經濟、學業及就業

支援，也要密切關注他們與家人的關係。事實上，現時學校、社會組織及其他團體都為到他們提供多

方面的支援，但問題是各有各做，未能有效運用社區資源，也欠缺有系統性及科學化的評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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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審判程序和結束後的階段，對部分被捕青年而言，這並不是告一段落，原因是他們仍時刻感到有突然

再次被捕的風險。如有個人的法律諮詢，或可對會否再次被捕有較佳的掌握，但現時欠缺持續的法律

支援。被判拘留式刑罰的青年，他們要面對監獄環境與人事的急劇轉變，導致情緒低落，加上欠缺適合

其水平的學習內容，使他們對出獄後的生活更添無助與絕望。現時學校都會儘力為到學生保留學位，但

他們在囚的時間未能保持學習進度。目前懲教署有提供支援應對在囚青年的情緒健康，並刻意針對他們

制訂更生計劃，但似乎他們抗拒政府是一大阻礙，影響計劃的成效。

8.1.3.	現有支援的困難

目前有被捕青年傾向不認罪及不妥協，這有礙法庭以某些非拘留式刑罰作判決，也較難引入傳統的復和

公義理念。雖然被判拘留或刑罰太重，會對他們的影響深遠，但明白法官及上訴庭也有各方面的考慮。

支援上我們要在這些青年及公眾的角度之間取得平衡，一方面須配合青年的特徵，二來須採用讓公眾

較易接受的方法。支援上希望帶來較佳的更生及關係重建效果。

現時有被捕青年不信任別人，這會增加支援難度。這些年輕人及其家人會選擇相信某類專業人士，從而

影響支援的全面性及持續性。目前社會上仍有一些形象中立及有心的素人或社會較容易接受的機構，去

推動支援服務，這些機構及人士可計劃如何加強支援力度。例如民智行動設計智庫的「蛻變計劃384」，

此計劃的理念和成效獲得政府與社會各界不少人士的肯定385，當局應提供更多資源促進社會上同類計劃

的工作。倘若他們能取得部分被捕青年的信任，並願意接受支援，可由他們開始，然後逐漸感染其他

參與社會事件的青年。

此外，現時關係撕裂存在於這些青年與不同專業界別之間，甚至是專業界別內，導致資源未可有效地

整合，信息散亂。社會對老師在社會事件的角色也有不同理解。有見及此，有心的素人或社會較容易

接受的機構可擔當中間人，加強各界的凝聚力，促進各方溝通，增加彼此了解及破解迷思，從而感染

其他社會人士共同參與支援，耐心地重建關係。

最後，舊有的支援方法有眾多局限，但推動全新的方法又有難處，因為要考慮到道德倫理與資源公平

分配等問題。例如究竟哪些被捕青年應接受特別及新增的支援？這問題難以取得社會共識。儘管如此，

不同持份者也可嘗試在政府的立場中，尋找適度放寬的空間。而支援上要考慮到舊與新之間的平衡。

此外，舊有的獨立專業支援或有不足，我們須開展跨專業合作的空間，以提供更全面及有效的支援。

384	蛻變計劃的主要目的為涵蓋這群未來或要面對審訊的接近五千多名25歲以下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可能會因司法程序帶來的不確
定性和恐懼、因被捕帶來的負面標籤、來自社會和家庭的批評和壓力以及被拘留的經歷而感到困擾。如果這些年輕人被起訴，這
或會對他們產生各種負面影響，包括就學及就業的機會、朋輩的排斥，以及他們身心健康，最終對整個社會以及經濟都會產生嚴
重的負面影響。有見於當前被捕青年面臨的挑戰，「蛻變計劃」提倡以強調教育和治療價值的角度，為被捕青年提供重返社會的
機會而非強調懲罰。一個跨學科的專業團隊將為所有被捕青年提供一至兩年的全面心理輔導。如欲了解更多，請查閱http://www.
cadlprojectchange.org/zh/about-us/

385	劉夢婷（2022）。〈蛻變計劃｜攜手警務處懲教署跨界專業力量　助44被捕青年重塑生涯〉。《香港01》。
	 取自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729776/蛻變計劃-攜手警務處懲教署跨界專業力量-助44被捕青年重塑生涯

http://www.cadlprojectchange.org/zh/about-us/
http://www.cadlprojectchange.org/zh/about-us/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729776/蛻變計劃-攜手警務處懲教署跨界專業力量-助44被捕青年重塑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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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發展目標
為了讓願意接受支援的被捕青年得到更廣泛及有效的援助，藍圖將參考報告的建議，提出以下發展

目標：

•	協助因社會事件被捕青年重回社會生活

•	重建各界關係

8.2.1.	協助因社會事件被捕青年重回社會生活

一、學習及就業支援

相比干犯其他罪行的獄中青年，因社會事件在囚的青年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但現時懲教署的學習及就業

支援仍然偏向中學程度的在囚人士，提供的專業認可資格課程名額及選擇不足，故建議當局提供有系統

的支援，特別要提高在囚人士課程及就業支援，令其更多樣化及專業化，並在保安情況許可下放寬網上

學習限制，讓他們將來也有重新貢獻社會的機會。具體措施包括懲教署聯絡中學及大專院校與社會組織

合作提供網上學習，參考「停課不停學」的電子學習經驗，以擴闊課程選擇，並安排定時與班主任和

社工會面；聯同專業資格團體主動搜尋即使有案底也可考取的專業資格考試；支援機構鼓勵各公司支持

社會關係重建的理念，並按青年能力作出公平招聘等。

二、情緒及法律支援

建議當局可聯絡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社會組織和心理學家團體交流現有對被捕青年支援服務的心得，

並評估它們的成效，提供改善建議和資源配套，以及舉辦活動以鼓勵現正接受支援的青年向社會大眾

分享想法及難處。其次，建議學校、社會組織和心理學家團體協助籌辦社區分享，透過社區教育提升

公眾對其他罪行的被捕青年的了解，且令到更多隱藏的被捕青年及其家人主動尋求協助。另外，局方可

聯絡各大學法律系合作把相關法律資訊放在網站，並與政府資助機構當值律師服務合作，提供具針對性

的法律支援。

8.2.2.	重建各界關係

青年與家庭及社區的關係撕裂，會造成不信任，關係重建有助各方長遠發展及為香港帶來長治久安。

可是，不是每個被捕青年及社會人士也想重建關係，而關係重建會由最需要及最容易的人士開始，家庭

就成為首要對象。現時有社會組織舉辦家庭及社區關係重建活動，例如青年透過與其他青年的家人對話

以了解父母想法、家庭飯局、與不同政見人士在黑暗中對話，重溫社會事件影片分享再加以輔導及傳遞

正面訊息等。另外，社會組織之間欠缺溝通及參考數據，在囚青年更缺乏相關支援，這將有礙社區重建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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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議政府先在家庭和社區關係重建方面着手，策劃成立支援基金和委託支援機構推動以下措施：

一、支援機構連同家庭議會收集及整理現有支援服務的資料，讓社會組織得到更多數據，互相協調

合作；二、懲教署邀請其他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合作擴充「並肩同行」計劃，舉辦更多家庭關係重建

活動；三、懲教署放寬或增加在囚人士與家人會面和聯繫的條件和機會；四、警方探討加強義工服務隊的

人手，並與社會組織和學校合作，向社會人士包括前線警員傳遞青年想法；五、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

及香港友愛會等組織運用支援基金舉辦針對性活動，讓社會人士和在囚青年加深了解。



148	 9.	總結

過去數年香港社會與國際環境風雲變幻，青年在身心健康、教育、工作、公民參與、居住，以及社會

關係重建各個範疇正面臨多重挑戰。通過這一份青年發展藍圖，我們寄望政府與社會各界能抱持一致

願景，推動合作，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努力實現不同範疇的青年發展目標；為青年享有快樂充實

的人生，為香港再創輝煌的未來，奮鬥不懈。

9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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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青年發展委員會自成立以來的主要工作

青年交流和
實習專責小組

青年發展基金和
計劃專責小組

青年外展和
參與專責小組

加強決策局／
政府部門／
跨界別協作

個別政府部門
就政策匯報／

討論
其他事項

24/4/2018

成立小組 成立小組 成立小組 ／ ／ ／

19/6/2018

每年有超過七萬名
青年參加政府

舉辦／資助／協調
的內地／海外交流

和實習計劃

首輪申請支持
約190名青年創業

恆常化香港
青年大使計劃

／ ／ ／

29/10/2018

優化內地流／
內地實習／國際
交流資助計劃

優化青年生涯規劃
活動資助計劃

首場學校交流會 ／
教育局匯報

提升生涯規劃的
策略

認同
《施政報告》青年

相關新措施

22/3/2019

持續優化內地
交流／內地實習／
國際交流資助

計劃

推出兩個全新青年
創業資助計劃

舉辦多元化青年
交流會

推動跨局生涯
規劃工作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推出中學
IT創新實驗室

計劃

／

16/12/2019

以上計劃順利
推行

以上計劃順利
推行

邀請青年參與
政策專題討論

青協匯報首個
青年宿舍項目。
讓委員會更具體
參與「三業三政」

政策討論

／
討論

《施政報告》
青年相關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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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020

在疫情下調整
各項計劃

在疫情下再優化
青年生涯規劃
活動資助計劃

舉辦首場青年
政策專題會議／
青年就業為主題

利用委員會作為
促進「創職位」
跨局協作平台。
委員會與民政
事務局聯合製作
短片／解答青年

的抗疫疑問

簡介「防疫抗疫
基金」/「創職位」

計劃

在疫情下調整／
優化各項計劃

12/1/2021

在疫情下調整
各項計劃

推出「大灣區青年
創業資助計劃」/
孵化服務。推出
「中學生／離校生
個人升學／就業
支援服務」

舉辦兩場網上
工作坊

／
介紹「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

備悉
《施政報告》青年
相關新措施。

在疫情下調整/
優化各項計劃

21/5/2021

在疫情下調整
各項計劃

推出戶外歷奇
計劃／與香港青

年獎勵計劃
合作。「大灣區
青年創業計劃」／
及「創新創業基
地體驗計劃」已
委託非政府機構

執行

「青年正向思維」
作為專題會議

主題
／

政府簡介培養青年
正向思維政策／

措施

政府簡介中央
《十四五規劃
綱要》的青年
發展措施

25/10/2021

在疫情下調整各
項計劃

硏究推出促進青年
正向思維新計劃

／

保安局和轄下紀律
部隊介紹其青年
發展工作。民政局
與數碼港推出

「青年初創實習
計劃」

／

討論
《施政報告》青年
相關新措施。深化

各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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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香港青年發展藍圖：

https://bit.ly/MWYO_Apr22_BlueprintForHKYouth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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