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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青年備註》的概念來自美國聯邦儲備局俗稱《褐皮書》（Beige Book）並概述地區當前

經濟狀況的報告，其價值在於提供經濟變化的實時證據，當中許多資料經由訪談而來。

現時坊間有不少以青年為研究對象的調查，取得各式各樣的量化數據，然而它們只能告訴

讀者有多少青年支持或反對某個觀點，卻沒辦法解釋他們為甚麼有這些看法。

《青年備註》（Youth Beige）的出版嘗試彌補這個不足，記錄青年的不同看法和感受，

為數據提供背景內容，提醒青年工作持份者每組數字背後是鮮活的生命，包含了不同的

經歷；同時為社會各界在討論不同政策時提供青年註腳。

《青年備註》的内容根據在學或在職青年的深度訪談，整合他們對社交活動、公民參與、

身心健康、教育，以及就業和財務等議題的看法。出版這份雙月刊之目的並非以數據反映

整體青年情況，又或對受訪者的資料進行分析，而是將他們的真實個人點滴，人性化和

生活化地呈現出來，讓青年工作持份者更深入了解他們。透過這些生活分享，我們希望

能夠打破社會對青年的固有印象，讓大家從青年的視角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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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備註》
前言
新政府上任約一百天之際，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承諾要為市民

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MWYO青年辦公室於9月29至10月23日期間以深度訪談形式訪

問了21位青年，當中包括中學生、大學生和在職人士，了解他們是否滿意新一屆政府的

首個百日施政，以及對各社會熱話的想法。

就要看實際疫情發展。不過，有中學生認為現時的

政策讓人覺得搖擺不定，即使目前逐步放寬防疫

限制，但都不能保證他日不會再次收緊，因此現時

學校的面授課堂只是安排到11月，之後還未有定案，

令她擔心或要再次回復網上授課的日子。她期望

政府能夠推出明確的防疫路線圖，讓公眾能夠清楚

知道當局制訂防疫政策的準則，減少不確定性。

部分受訪青年期望政府在下一個一百天能夠有效

控制疫情，視乎情況將入境檢疫安排由「0+3」

減至「0+0」，令香港進一步復常，並趕上其他國家

的步伐。

至於防疫以外，受訪青年對其他政策範疇的期望

不大，主要是憂慮政府在施政上會面對不少限制。

有修讀歷史系的大學生明言對政府百感交集，一方面

同意政府在面對不同挑戰下，已盡力在有限空間

公民參與
新官上任100天
防疫政策最受關注
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每天都關注並回應民心

所盼，期望以行動解決分歧、以結果爭取信任，包括

為了加強統籌民生問題而成立四個工作組、加強

官員和立法會議員的溝通等。

回顧首個百日管治，對於青年來說，最滿意的莫過於

防疫政策上的突破。有在職青年表示家人從事的

行業非常受防疫措施影響，過去經常要停工令收入

銳減，故支持新任政府逐步放寬防疫措施。有中學生

希望相關措施不用再次收緊，他們坦言過往一直

上網課導致學習進度落後，現在可以恢復全日面授

對追趕課程有幫助，但是對於應否要再進一步放寬，

上網課導致
課程進度落後

第15期

政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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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管治威信、爭取市民支持；但在一國兩制的

大前提下，部分人或高舉要以「一國」為先，忽略

「兩制」之利，凡事只有妥協。如何在兩者之間取得

平衡，是不少受訪青年的關注點。此外，有部分

受訪者認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非短時間內可以

解決，例如房屋、教育、醫療等，他們期望下一個

一百天，政府可以繼續迎難而上，積極解決問題。

《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承諾會處理的環保和科技進展

議題，有大學生特別表達關注，盼可逐漸見到成效。

另有大專生指出李家超是紀律部隊出身，然而近月

不時從新聞報道中得悉出現劫案，或會讓市民

感到治安情況變差。他說雖然行政長官上任時揚言

要「做實事」，並許下很多選舉承諾，但要做出成

績，並不是短期內可看到的事，那倒不如先由小事

做起，例如鼓勵警方增加社區巡邏次數，改善目前

治安狀況，讓市民變得安心、放心，之後才着手推

出較長遠的具體政策。

青年眼中的「事頭婆」
英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在9月8日逝世，享年96歲。

在英國人眼中，她努力展現王室家族親民、平易近人

的形象。英女王曾兩度訪港，贏得港人愛戴，更有

「事頭婆」的稱號。不過，大部分來自「90後」或

「00 後」的受訪青年沒有經歷過港英時代，他

們對英女王又有何印象呢？

大部分受訪者主要透過二手資訊如家人、新聞去

了解英女王。他們形容英女王是經典人物、對香港

影響良多，她的離世象徵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對此

覺得惋惜。然而，他們坦言因為這不是屬於自己的

時代，所以沒有非常強烈的感受。部分受訪青年

對於英女王離世則感觸良多。有喜歡研究英國歷史

的青年表示自己知道很多英女王的事蹟，並關注

英國新聞，知道她逝世前數天還接見時任英國首相

卓慧思，所以對女王離世的消息感到愕然。有自由

工作者形容英女王是歷史上舉足輕重的著名人物，

對她的離世感到失落，他也專程到英國駐港總領事

館外獻花致哀。

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非短時間內
	 可以解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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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
體壇盛事疫下大減
抗疫接近三年，受疫情變數和防疫措施限制，多項

原本於香港舉辦的大型國際賽事都被迫延期或

取消。香港年度體壇盛事「渣打香港馬拉松」由香港

田徑總會主辦，以往每年吸引七萬多位本地及國際

跑手參與。本年度的賽事原定於11月20日舉行，可是

主辦單位基於疫情原因，宣布延期至明年2月12日。

另一體育盛事「世界龍舟錦標賽」原定明年在香港

舉行，後來國際龍舟聯合會表示，因訪港旅客的

檢疫及隔離安排仍然較其他國家嚴格，因此於

2023年改由泰國舉辦。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這些調整為香港帶來很大衝擊。

有在職青年表示，現時全球疫情逐漸穩定，其他

地方都陸續舉辦國際盛事，香港若因為防疫政策

嚴謹而未能舉辦，或會影響外界對香港的印象。有

青年將香港的情況與其他國家相比，認為若香港

希望發展體育產業，就要把握舉辦大型比賽的機會，

才能讓外界記得香港的代表性運動項目，就像一説起

籃球就會想起美國。除了體育層面，也有大學生指出

每逢舉行國際性比賽必定吸引很多來自五湖四海的

遊客到訪，取消比賽會打擊經濟收益。不過亦有

少數受訪者青年同意運動賽事需要脫下口罩進行，

的確會帶來群體爆發的風險，所以支持相關活動的

調整安排。

安樂死合法化，給予「死」的權利
所謂「長痛不如短痛」，對於長期病患者來說，這場

「持久戰」的確令人身心俱疲，不少人更產生輕生的

念頭。兩年前一名五旬男子不忍患末期肺癌妻子受

病魔折磨，於住所房間燒炭以送妻子「最後一程」，

早前被判誤殺罪成，被判一年感化令，令社會上

再次掀起安樂死合法化的討論。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判決合理，正如一名法律系學生指出

這宗案件不可與普通誤殺案比較，一來妻子患有

重病，二來這個做法也得到妻子同意，死者某程度上

是自願被殺。可是，受訪者不是一面倒贊成判決，

亦有人表示判決合理與否，前提是有沒有實質證據

證明妻子當時同意被告的做法，否則應要判謀殺。

在安樂死的議題上，大部分受訪青年都同意安樂死

合法化，一名大學生認為每個人都有權決定自己的

生命，但由於現時社會對安樂死仍然未 達成共

識，所以不用心急推行。不少受訪者都同意立法

前必須充分諮詢公眾，並要列明只有在特定條件

下（如屬重症病人、需要醫生證明等)才可以進行

安樂死，以杜絕濫用的情況。

若因防疫政策嚴謹未能舉辦賽事
或會影響外界對香港的印象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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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舉報懷疑虐兒，意見兩極
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今年首半年錄得689宗虐兒

個案，較去年同期升約5%，升幅引起社會對保護

兒童的關注。政府目前打算立法就虐兒制定強制舉報

機制，涵蓋經常與兒童接觸的專業人士，例如幼兒

中心職員、社工、教師或醫護人員等。

有受訪青年認為相關措施的方向正確，但表示當局

應對虐兒的定義提供明確指引，讓專業人士能準確

判斷上報甚麼個案，減少誤報的情況。他亦希望有關

部門能夠就處理虐兒個案訂出清晰流程，增加社會

的信心。不過，有受訪青年擔心立法有機會造成

反效果，令專業人士因害怕誤墮法網而小事化大，

引致胡亂舉報或從業員間出現互相批鬥的情況。有

中學生則懷疑立法未必能減少虐兒情況，因施虐者

為了避免被舉報或會更加謹慎，以免留下蛛絲馬跡，

反而可能出現更多隱形個案。長遠來說，他們認為

提供更多教育資源，從小增加小孩對虐兒的認識，

懂得自我保護，是更有效的做法。

教育
「髮」起討論—
調整過時的校規
早前一名中五男學生發起「護髮戰」，向平等機會

委員會投訴校方不允許男生留長頭髮，指做法涉違反

《性別歧視條例》，投訴獲平機會接納並安排調解。

受訪青年大多認為校規過時而不合理，體現男女

不平等的情況。有受訪青年認為，大部分學校的校規

背後都反映了一套傳統思維，例如男同學留長髮

就是骯髒，女同學就沒有這個問題。一位中學生

認為如果校方是關心整潔問題，其實長髮男同學都

一樣可以如女同學般束起頭髮，她希望學校在制定

規條時，充分向同學解釋其邏輯。同學明白學生的

形象會影響校譽，可是現代社會進步，校規也應該

與時並進，在維護校譽和保障學生自由之間取得

平衡，作出適當的調整，例如放寬有耳洞的學生

可以配戴顏色相對素雅的耳環等。另外也有同學

表示中學生應有打扮的自由，除非該打扮影響課堂

表現，或者過於標奇立異、不被社會接納，否則都

可以適量放寬。

 

宣揚孝道，應該與時並進
適逢九月開展新學年，有學校為開學禮帶來體驗學習

元素，邀請學生和家長參與「開學孝道禮」，內容

包括為父母剪指甲、揼骨及下跪奉茶，以體驗並

學習孝順父母及敬愛長輩精神。 

受訪者質疑這種學習能否令學生明白孝道應由心而

發。有中文系畢業生形容是「得啖笑」，認為尊敬

父母應該是自發及從心而發的行為，這個活動比較

像是公關宣傳，成效存疑。有大學生認為這些展現

孝道的行為已經過時，形容「男兒膝下有黃金」，

「下跪」與自己的尊嚴掛鉤，質疑這是否一個學習

孝道的好方法。她提議可以鼓勵同學寫心意卡給

父母、或者參與更多親子活動，讓孩子透過活動自然

領悟孝道。另外也有中學生形容活動內容荒謬，

她同樣覺得若孩子不是打從心底裏尊重父母，就算

他們做到這些行為，都是跟孝道背道而馳。她提議

在學校層面，例如在中文、常識課加插教育孝道的

元素，更讓同學掌握孝道本意。

尊敬父母應該是
從心而發

這個活動比較
像是公關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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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上學年有三個任教中五數學科的老師離職，

她擔心新任老師無法在短時間內掌握同學的程度和

學習進度，難以因材施教。有中學生表示，由於資

深教師不足，學校破例讓新老師任教高年班，更要

一人兼教多個科目，擔心影響教學成效。她建議

學校應該定時收集同學對老師的意見，不應該在

學期尾才一併評估。有高中學生表示，修讀的其中

兩科在兩年間就轉了三位老師，同學都感到不知

所措，他希望學校能夠儘量固定老師任教的班別。

就業
搶人才時都要留人才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揚言要「搶

企業，搶人才」，解釋由於近年離港人數多，所以

要採取進取措施搶外地人才。青年覺得香港需要

甚麼人才呢？

部分受訪青年表示本港最需要醫療人才，一名在職

青年認為近年受疫情影響，醫護人員流失率高，特別

是公營醫院的情況更甚，擔心影響醫療服務質素。

其他青年則認為本港缺乏科技、創科、藝術等人才。

至於對「搶人才」的優勢，大部分受訪者都有點

顧慮。有中學生認為香港的優勢是其國際金融中心

的地位，能夠吸引更多跨國企業，但近年受疫情

校園欺「零」
有賴學校與家長協助
近年，校園欺凌個案引起社會極大迴響，當中不只是

言語和肢體暴力，造謠、蓄意不友善或排擠，亦

屬於欺凌。

大部分受訪者同意校園欺凌情況常見，個案多發生於

中小學。一名中五學生表示，自己就讀的學校裏，

言語欺凌和排擠很普遍。她認為這種情況主因是同學

之間缺乏溝通，導致誤解和流言蜚語的出現。另有

中學生認為校內有老師監管，欺凌不常出現於

校園，「戰場」反而移師至網絡，起底和人身攻擊的

情況屢見不鮮，對受害者的殺傷力或者更大。有學生

分享小學時已經目擊同學被欺凌的情況，他相信可能

是與社交技巧不足有關，希望學校能從小教導學生

相關知識。另外，有受訪者提議，父母應該要言行

身教，遇到家庭矛盾時避免以任何形式的暴力解決

問題，讓孩子了解處理問題的正確態度和做法。

教師大量流失，學生無所適從
近年在移民現象影響下，教育界出現音樂椅效應，

部分中小學教師人手不足，接近開學時仍在刊登

招聘廣告聘請教師。

這情況對學生的學習產生不少影響。部分受訪中學生

表示，他們就讀的學校的確有很多資深教師離職，

雖然學校都能在短時間內聘請新教師，但教學模式

的轉變令學生無所適從。一名中五學生以自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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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政府出手，助青年上車
「上車難」一直是香港市民面對的議題，最近有青年

團體提倡政府讓35歲以下、首次購買800萬以下

自住私樓的年輕人豁免印花稅，以減低他們購置

物業的成本。有任職統計行業的青年認為，樓價一直

攀升令市民大感壓力，政府難以出手降低樓價，

這類政策或能夠回應青年對置業的渴望。不過也有

受訪者表示「上車」對自己來說太遙遠，現階段

只是想多存錢。他指出比起降低置業的成本，增加

公營房屋供應，讓輪候的市民可以儘快「上樓」，

更能有效回應青年在住屋方面的訴求。

影響落後，因此她盼望之後放寬到「0+0」入境

檢疫時可以挽回優勢。同時，受訪者期望政府在想

辦法「搶人才」之時，亦能提出措施留住本地人才。

有受訪者憂慮公營醫院的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太大，

其待遇亦不算吸引，增加當局留住人才的難度。她

建議政府可以多向外地專才提供津貼，並吸引在

外國修讀醫科的香港學生回流執業。此外，有受訪

青年認為，與新加坡相比，香港從來不缺人才，只是

當局沒能提供適當的環境，改善他們的待遇，讓

他們能夠有足夠空間發展。

保持警覺求職，提防被「賣豬仔」
早前有港人懷疑被誘騙到柬埔寨、緬甸、老撾等

東南亞國家禁錮從事非法工作，受訪青年均表示，

身邊沒有朋友受到影響。有在職人士坦言，自己曾經

收過所謂「筍工」的訊息，聊幾句之後發現是

被禁錮港人發出的短訊，後來就結束了對話。有自由

工作者表示，近年經濟環境低迷、失業率高企，加上

現時詐騙集團成功招募了不少會説廣東話的人，

有關求職廣告幾可亂真，讓部分有經濟困難人士

不幸被「賣豬仔」。他建議青年如果面對可疑求職

招聘，應小心謹慎，不要隨便透露個人資料，假若

要到外地工作的話就要求證公司的真偽。

「上車」
對自己來說

太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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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
電影
創作空間日益收緊
港產片熱潮難以延續？
港產片一度被認為已經走到窮途末路，但近月多套

港產片票房高企，被形容是熱潮再現。就如《飯戲

攻心》成為香港史上第一部打破7,000萬票房港產

喜劇，而以10年時間籌備的科幻電影《明日戰記》

除了贏得口碑，更成為香港史上票房最高的華語

電影。大部分受訪青年的確有關注近來的港產片，

有青年説《明日戰記》是香港第一次本土製作的

科幻片，非常支持這個突破，他期望之後的香港

電影能表達更深層次意義、並反映更多社會議題。

雖然受訪者希望這個熱潮可以延續下去，但現實未必

完全樂觀。有中學生認為，港產片熱潮之所以會

再現，某程度上是因為疫情所限，大家難以接觸外地

文化，因此多了關注本地製作，他憂慮通關後這個

熱潮會減退。一名在職青年有感現在影視製作的

創作空間越來越狹窄，題材發揮有限，擔心熱潮難以

延續，加上近年很多香港電影主要是來自內地投資，

質疑是否還算是「港產」電影。

發展科幻電影的可能性
《明日戰記》是香港演藝人協會主席古天樂投資過億

元的科幻片，究竟這能否開創港產科幻片的先河，

為香港電影帶來更多元題材？有中學生滿意《明日

戰記》的特效，形容戲中怪物描繪真實，觀看時都

嚇了一跳。她期望政府可以牽頭與教育機構開辦

特效製作相關課程，以培養更多人才。有受訪青年

説，繼續發展科幻電影的潛力在於人和錢，如果

要讓創意行業繼續走下去，從業員需要有合理待遇、

清晰分工和足夠的創作空間，他期望政府能提供

相應支援。不過也有青年持相反意見，認為香港缺乏

培養製作科技片人才的資源，很多有興趣修讀相關

科目的學生都會選擇到外國升學，回流發展的人數

並不多。

重現港產片特色
在華語片市場較勁
華語片競爭激烈，其他華語地區如內地、台灣、

馬來西亞一直都出產不少優質電影。與這些地區

相比，香港電影業又有甚麼優勢？有青年指出，不少

香港上一代的巨星如劉德華、梅艷芳等都在國際影壇

上打響名氣，她建議可以好好運用這個優勢，邀請

在國際上具知名度的香港巨星參與電影拍攝，與

新人拍檔演出，提攜後起之秀。有在職人士認為，

香港文化多樣性較高，電影對白往往夾雜廣東話、

普通話、英文、甚至其他語言，是港產片的一大

特色。此外，香港作為東西文化薈萃之地，擁有不少

標誌性的景點（如各類歷史建築、維多利亞港），

若能夠在電影融入這些特點，無疑能令港產片更

吸引。另有受訪青年表示，香港以拍攝笑片、勵志片

聞名，期望未來除此之外，都可以發掘更多新片種。

開設教導特效
製作課程，培養
更多有關人才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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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勇於尋求新的突破
改變總會帶來新的發展和機遇，在過去幾個月，香港各方面都勇於尋求新的突破。抗疫接近

三年，疫情雖未「清零」，但情況漸趨穩定，政府最近放寬限聚令至12人，久違的聚會派對

再現。來港檢疫更首次放寬至「0+3」安排，入境者無須接受強制檢疫，對於熱愛旅遊的

港人來說是一大喜訊。另一方面，港產片也再現熱潮，多套電影票房破紀錄，更首次出現

本土科幻片。新一屆政府在推行政策上「以結果為目標」，並希望更有效地評估政策的成效。

百日工作的種種改變都為各行各業締造更多發展空間和新機遇，鼓勵大家在「疫」境中

披荊斬棘、繼續前行，讓留在香港的青年擁有更多的機會。

「疫」境中披荊斬棘
繼續前行



© 202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MWYO青年辦公室於2015年成立，是一個以青年為本、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在青年教育、生涯規劃、身心

健康、公民參與和香港未來五個範疇下，撰寫研究報告和文章、推動社區項目、舉辦工作坊等。團隊積極與

不同青年持份者緊密合作，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

特別鳴謝以下機構協助（按筆劃序）：

恒生── 聖雅各福群會青年職學平台──「I am…」

香港遊樂場協會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聖公會聖馬提亞綜合服務 賽馬會青年幹線

童軍知友社

黃潔慧策略溝通工作室

學友社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陳宇謙先生    研究員

    angus.chan@mwyo.org

《青年備註》網上版：

https://bit.ly/MWYO_YouthBeige

關於我們

    mwyo.org     facebook
    MWYO

傳媒聯絡 謝瑋倫（Alan）      
 +852 2508 5177         
 +852 9736 9067         
 alan.tse@mwy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