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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香港少數族裔面對的問題

在港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面對的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普遍認為他們因其外觀、語言及文化上的差異，引起

生活、學習、就業及心理等方面的問題，綜合結果可見表1.1。

表1.1：現時香港少數族裔面對的主要問題一覽

家庭及學校教育問題

1 中國化（sinicisation）1間接促成排斥少數族裔的教育政策，例如母語教學與中文課程未能有效顧及

他們融入本地生活、升學及進入勞動市場的需要2

2 中文課程太淺，導致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水平不足。即使政府於2014/15學年推行「中國語文課程

第二語言學習架構」，訂下學習目標及準則，但他們的中文能力水平亦未如理想，例如缺乏中文

詞彙、理解不到詞彙背後的意思等3，很多中學畢業生只有小學程度的中文水平4

3 原生家庭種族（下稱本國）的語言與文化被邊緣化：現時香港的語言教育主要教授英文及中文（繁體

中文書寫及廣東話與普通話口語能力），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語言卻被邊緣化。雖然小部分學校有提供

本國語言教育5，但他們只能在中文及本國語言中擇其一

4 其他排斥包括宗教及習俗等，令他們在主流學校的生活遇到不少困難，不利於其成長與發展6

5 由於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家庭並非用中文作為母語或第一語言，故家庭環境缺乏讓他們學習中文的

基礎7

1	 Law,	K.	Y.,	Lee,	K.	M.	(2012).	The	myth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s	world	city’:	Incomprehensive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5(1),	117-134.

2	 Loper,	K.	(2004).	Race	and	equality:	A	stud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s	education	system.	Occasional	Paper	No.	12.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and	Unison	Hong	Kong.

3	 Gu,	M.	M.,	Kou,	Z.	C.,	Guo,	X.	G.	(2019).	Understand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eaching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2(8),	1030-1047.	DOI:	
10.1080/13670050.2017.1332000

4	 Kapai,	P.	(2015).	Statu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1997–2014.	Hong	Kong:	Faculty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	 曾有兩間中學提供尼泊爾語文教育、烏爾都語則有三間，另有一間提供印度語文教育。（Gu,	M.	M.,	Kou,	Z.	C.,	Guo,	X.	G.	(2019).	

Understand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eaching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2(8),	1030-1047.	DOI:	10.1080/13670050.2017.1332000）

6	 Gu,	M.	M.	(2015).	A	complex	interplay	between	religion,	gender	and	marginalization:	Pakistani	schoolgirls	in	Hong	Kong.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38(11).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1419870.2014.941895

7	 參考統計處的報告，在五歲及以上的少數族裔人士中，有	45.6%	報稱英語為他們在家中最慣用的交談語言，其次是廣州話（30.3%）、
菲律賓語（4.4%）、印尼語（3.1%）、普通話（1.3%）、日語（1.3%）及其他中國方言	（非廣州話及普通話）（0.3%）。相反，	94.0%	的
5歲及以上華裔人士在家中最慣用廣州話，其次是其他中國方言（非廣州話及普通話）（3.4%）、普通話（1.9%）及英語（0.7%）。可見，
少數族裔青年甚少在家中運用香港及本國的語言。（政府統計處（2016）。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
香港。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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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過渡到職場問題

6 出現「過渡問題」：少數族裔學生面對從中學過渡到專上教育和由學校過渡到工作的「過渡問題」8，
原因包括學習中文有結構性困難，以及較少機會獲得協助儘早訂立升學及就業目標等9

7 升學問題令到部分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處於低學歷水平，迫使他們從事低收入工作10，此會加劇貧窮
問題，甚至把貧窮延伸至下一代（downward	assimilation)	11

就業及職場問題

8 少數族裔群組內的貧富懸殊問題，例如白人的收入普遍較高，部分族裔卻處於貧窮水平12

9 部分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失業問題高於整體人口13，當經濟不景氣時，即會首當其衝

10 自回歸後，少數族裔就業障礙加劇，例如保安、速遞及侍應等工種均需面對廣東話及普通話的雙重
要求、建造業及警隊亦分別加入專業考牌制度和中文入職要求等14

11 出現職位期望落差的情況，例如高學歷者期望可跳出藍領工作，找到白領的工作，但現實上他們在
碰壁過程中蹉跎歲月15，原因有時是因求職者中文水平未達職務要求，但有時卻因僱主設立與核心職務
無關的要求，阻礙本來具備資歷者取得職位16。即使持有高學歷，也會因種族文化或中文能力問題而
較難獲取工作17

12 職場的負面標籤與歧視，令到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在求職、面試及在職都出現問題。即使他們能躋身
主流社會工種，但在工作間同事不經意的言談、態度與行為會令他們感到不安和不忿，有時更會
被攻擊和侮辱。若他們因而辭職，或被視為「麻煩製造者」而遭受解僱，此會助長僱主對他們的
偏見，認為他們會影響工作間和諧與生產力，形成惡性循環。雖然不少僱主認為自己已持開放態度，
沒有帶有歧視目光，但決定是否聘用時仍有不少顧慮，例如中文能力、身體上的氣味和顧及公司
形象等18

8	 例如教育體系裏僵化的中文課程產生了語言障礙、由於互動受到限制而缺乏相互理解和接受，以及華裔和少數族裔之間缺乏文化敏感度。
至於過渡到工作方面，有研究指出僱主認為工作場所普遍存在種族歧視、求職者會因種族而不被錄用，以及使用少數族裔就業服務的意願
偏低等情況。出現障礙主要是由於不理想的語言環境和制度，令少數族裔青年在中文學習上出現結構性困難，因而減少他們參與一些重要
而有意義活動的機會，包括有利於早期教育和就業目標設定的活動。再者，由於種族背景而產生誤解或定型觀念，使他們不太可能獲得
就業機會和被視為合資格的求職者。（平等機會委員會（2020年6月）。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
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em_c.pdf）

9	 平等機會委員會（2020年6月）。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
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10	 Law,	K.	Y.,	Lee,	K.	M.	(2012).	The	myth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s	world	city’:	Incomprehensive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5(1),	117-134;	Cheung,	C.	K.	K.,	Chou,	K.	L.	(2018).	Child	poverty	among	Hong	
Kong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7,	93-112.

11	 Cheung,	C.	K.	K.,	Chou,	K.	L.	(2018).	Child	poverty	among	Hong	Kong	ethnic	minorit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7,	93-112.
12	 Law,	K.	Y.,	Lee,	K.	M.	(2012).	The	myth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s	world	city’:	Incomprehensive	policies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5(1),	117-134.
13	 除菲律賓人、日本人、韓國人以及白人外，少數族裔人口的失業率高於整體人口；同時，巴基斯坦的失業率（9.2%）明顯高於其他族裔。

根據先前的資料顯示，巴基斯坦屬於經濟弱勢群體的風險最高。（平等機會委員會（2020年6月）。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
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14	 根據2018年公布的調查發現，172位少數族裔人士中，中六學歷求職失業率達61.6%，大專學歷失業率達44.7%，遠高於擁初中及小學
學歷的少數族裔失業率，分別為18.8%及16.7%。低學歷組別中，保安、運輸及飲食業亦出現較多求職碰壁情況，但建造業提供大量就業
機會，紓緩整體失業率。（香港01（2018年7月2日）。調查指6成高學歷少數族裔淪失業大軍　難逃藍領勞動工種。取自https://www.
hk01.com/社會新聞/205735/調查指6成高學歷少數族裔淪失業大軍-難逃藍領勞動工種；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
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15	 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16	 部分屬於慣性語言要求，例如僱主以中文書寫聘請廣告、以廣東話進行面試，或假設僱員必須操流利廣東話方能與華裔同事合作共處；

亦有僱主設立偏狹的文化要求，例如規定廚師不得留鬚。（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17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進行的調查發現。兩年內曾經尋找工作的人當中，大專組別五成半從事白領工作，四成半失業。（嶺南大學（2018）。
「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18	 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有巴基斯坦裔外賣員表示，曾多次面對歧視情況，在疫情嚴峻期間更加明顯，當中有顧客以廣東話指他「污糟」，是病毒源頭。（香港
電台網站（2022年9月30日）。調查指約一半受訪少數族裔外賣送遞員曾遇歧視情況。取自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
k2/1669093-20220930.htm）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em_c.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05735/調查指6成高學歷少數族裔淪失業大軍-難逃藍領勞動工種；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205735/調查指6成高學歷少數族裔淪失業大軍-難逃藍領勞動工種；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69093-20220930.htm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69093-202209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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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問題

13 「小眾化文化」（minoritised	culture）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少數族裔往往從長輩、友儕和自身經歷，

體驗過職場上的不如意與屈辱，跨代累積恐懼與失望的集體心理，對主流社會懷疑和不信任，傾向

不循主流途徑找工作，限制了個人與族群的發展空間19

14 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心理問題亦不容忽視，他們或會因遭受邊緣化和歧視而產生心理壓力和自卑，

而在港出生的第二代青年的心理壓力比上一代的更大20

綜觀上述問題，我們發現這涉及廣泛的層面，例如家庭（如家庭貧窮、父母教育程度較差）、教育（如較差

的學科成就、留級重讀、較低的教育期望、較低的課堂出席率、輟學問題、轉校問題、校內分化問題、教學

質素問題、校方政策問題、老師期望較低、不同的教育文化、特殊教育需要）、就業（如失業、從事較低收入

的行業或職位、職場歧視、晉升困難）、社會（如行為問題、結黨問題、朋輩影響、社區影響、定型觀念

(stereotypes）、入境及公民問題）、個人健康（如情緒問題、健康行為問題）21。解決方法必須是多元和

跨領域的。

1.2	共融理念與身份認同的建構

少數族裔人士面對的問題不是香港獨有，在世界不同地方也出現不同的種族問題，究其原因，可說是「族裔」

的差異使然。族裔可由先天因素（如膚色）或後天社會建構而來（如語言、宗教、文化等），兩者並無衝突。

同一族裔的人會抱着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並可異於其他族裔22。多元社會存在多於一個族裔，形成主流族裔

(dominant	ethnic	group）和少數族裔（minority	ethnic	group）之分，並產生不同權力狀態下的互動關係23。

可是，族裔間的權力不對等，世界各地的少數族裔均有機會受種種因素而未能有效融入社會，衍生社會

問題，例如投入勞動市場失效24、未能有效學習主流族裔語言和文化25、學校表現遜色26等。他們發展不理想，

不但是個人問題，更會令到整體社會蒙受損失。

為此，各界提倡種族共融，盼沒有任何人因任何理由而被拒於主流體系之外27。有組織定義共融為把不同能力

和背景的人匯聚一起，使大家意識到彼此之間的共通和差異，從而打破社會上的定型觀念和彼此間的隔膜，

達致互相接納、欣賞及尊重，並共享社會的權利和義務28。要達到共融目的須有符合共融理念的教育為基礎29。

共融理念涉及平等（equality）和公平（equity），兩者均建基於分配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原則30，

19	 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20	 Tonsing,	K.	N.	(2014).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South	Asian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23(4),	410-420.
21	 Bhowmik,	M.	K.,	&	Kennedy,	K.	J.	(2016).	‘Out-of-school’	Ethnic	minority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Singapore:	Springer.
22	 Hasmath,	R.	(2012).	The	Ethnic	Penalty: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UK:	Ashgate.
23	 Young,	I.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nedict,	B.	(1962)	

Stratification	in	Plural	Societies.	American	Anthropology,	64(6),	1235-1246.
24	 Hasmath,	R.	(2012).	The	Ethnic	Penalty: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UK:	Ashgate.
25	 Hasmath,	R.	(2012).	The	Ethnic	Penalty: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UK:	Ashgate.
26	 Frones,	T.	S.,	Pettersen,	A.,	Radisic,	J.	Buchholtz,	N.	(2020).	Equity,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ordic	Model	of	Education.	

Switzerland:	Springer.
27	 Thomas,	G.	(1997	September).	Inclusive	schools	for	an	inclusive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24(3),	103-107.	
28	 親切。甚麼是共融？取自https://www.treats.org.hk/treats-whats-inclusion/
29	 Walker,	Z.,	Musti-Rao,	S.	(2016).	Inclusion	in	high	achieving	Singapor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n	inclusive	society	in	policy	and	

practice.	Global	Education	Review,	3(3),	28-42.
30	 Deutsch,	M.	(1975)	Equity,	equality,	and	need:	what	determines	which	value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1(3),	137–149.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www.treats.org.hk/treats-whats-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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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概念不同，前者着重每個人應獲得一樣的待遇和機會；後者則着重滿足每個人需要的條件或需要甚麼條件

令每個人都可擁有與其他人一樣的機會31。平等和公平須兩者兼顧得宜，意思是教育不僅着重每個人的教育

權利，更會透過不同方法以改善整體的教育效能，因材施教32，讓所有人（包括有特別學習需要或被邊緣化的

學生）均能接受最適宜及具質素的教育，例如提供適合的教育資源及科技設施，以及培訓老師的專業技能及

教育態度等33，從而應付各式各樣的學習需要34，最終令個人及社會發展均有益處35。換言之，少數族裔人士

應可享有同等的教育機會，並可配合其需要，支援他們達致與主流族裔同等的學習效果。

The	European	Network	Divers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raining曾提出制定尊重多元種族的

兒童課程之原則及目標36，如下：

1.	 每個人（包括兒童、家長及職員）應有歸屬感，故個人的家庭文化及喜好應是建構課程的考慮因素

之一。

2.	 每個人應發展多元的身份，故課程須能培育個人的多重身份建構（multiple	identity	building）和教授

多種語言（multilingualism），從而讓他們可連繫於本國與當地環境和社區。

3.	 每個人可從其他人身上學習跨地域界限的文化。

4.	 每個人可成為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杜絕個人與社會的偏見，並用適當的方法吸引家長一起

參與。

5.	 每個人須合力對抗因規則或政策引起的偏見與結構性歧視（structural	 discrimination），這包括研究

如何改善現行政策或推出新政策。

少數族裔兒童及青年的教育均須重視上述原則及目標，確保他們能接受富有共融理念的教育，並達到以上

目標（例如積極參與主流社會、有能力對抗不平等的待遇和其他種族問題等），當中必涉及種族身份認同的

發展。這是一種主觀的概念，包括個人身處於一個或多個種族群組裏的感受、經驗和行為。種族身份認同

可分為三個元素37：

1.	 個人在群組內的向心性（centrality），即個人在群組內是否覺得自己重要。

2.	 個人受到群組的正向感染，例如覺得開心、且因成為群組的一份子而感到光榮等。

3.	 個人在群組裏的關係，彼此是否有強大的聯繫力。

31	 Frones,	T.	S.,	Pettersen,	A.,	Radisic,	J.	Buchholtz,	N.	(2020).	Equity,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ordic	Model	of	Education.	
Switzerland:	Springer.

32	 Opertti,	R.,	Walker,	Z.,	Zhang,	Y.	(2013).	The	current	state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Florian,	L.	(Ed).	SAGE	
Handbook	of	Special	Education	(2nd	ed.).	London:	SAGE.

33	 Opertti,	R.,	Walker,	Z.,	Zhang,	Y.	(2013).	The	current	state	of	inclusive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In	Florian,	L.	(Ed).	SAGE	
Handbook	of	Special	Education	(2nd	ed.).	London:	SAGE.

34	 Walker,	Z.,	Musti-Rao,	S.	(2016).	Inclusion	in	high	achieving	Singapor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n	inclusive	society	in	policy	
and	practice.	Global	Education	Review,	3(3),	28-42;	Bhowmik,	M.	K.	(2017).	Equitable	and	quality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Hong	Kong’s	ethnic	minorities:	The	challenges	to	achieve	SDG	4.	Curric	Perspect,	37,	191-196.	DOI	10.1007/s41297-017-
0030-x.

35	 Walker,	Z.,	Musti-Rao,	S.	(2016).	Inclusion	in	high	achieving	Singapor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n	inclusive	society	in	policy	and	
practice.	Global	Education	Review,	3(3),	28-42.

36	 Vandenbroeck,	M.	(2015).	Ethnic	divers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ECCE	in	Europe.	In	Marope,	P.	T.	M.	&	Kaga,	Y.	(Eds).	In-
vesting	Against	Evidence:	The	Global	State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France: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37	 Trofimovich,	P.,	Turuseva,	L.	(2015).	Ethnic	identity	and	secondary	language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5,	
23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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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種族身份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有強烈種族身份認同的青年富有良好民族文化意識、能包容其他種族、促進

種族融和38、創造更多心理資源，以及幫助個人健康發展39，此與行為健康、社會心理健康、語文能力和學習

能力的發展均有顯著關係40，例如較少機會出現抑鬱癥狀、有較高的公益力和行動力，較低機會出現危害健康

的行為41、較高自我形象、人際關係42等，反之亦然。

學者Marcia曾提倡種族身份認同發展的理論，被視為研究青年種族身份認同的開端。當中Marcia提出四個

種族身份認同階段：迷失型（diffusion）、早閉型（foreclosure）、未定型（moratorium）與定向型

(achievement）。大致上，迷失型指個人尚未或甚少對其種族身份進行探索，處於困惑及封閉／自我孤立的

狀態；早閉型指個人曾經進行探索，但因各種原因已經停止或放棄；未定型指個人在某原因下被推動進行種族

身份探索，但仍未得到確實的答案，期間或會帶有強烈的情緒和感受，並在一段頗長時間內毫無進展；定向型

指個人已獲得足夠資訊以解決種族身份矛盾問題，除肯定自己的種族文化之外，也對其他文化持開放及正面

的態度43。

有不少學者嘗試發展不同量表，以量度種族身份認同的情況，而種族身份量表（Ethnic	 Identity	 Scale,	 EIS)

是較為廣泛地採用的其中一個量表之一（量表的問題可參閱附件一）。此量表主要透過探索度（exploration)

和解決度（resolution）兩組來決定個人是屬於四個種族身份認同的哪一個階段，另會按肯定度（affirmation)

來辦別對自身種族身份認同是正面（positive）或負面（negative）44。整體而言，迷失型身份屬於低程度的

探索／沒有進行過探索（low	exploration）和種族問題只有低程度被解決／沒有得到解決（low	resolution)；

早閉型屬於低程度的探索／沒有進行過探索但種族問題已得到解決（high	resolution）；未定型屬於高程度的

探索（high	exploration）但種族問題只有低程度得到解決／還未解決；定向型屬於高程度的探索和種族問題

已得到解決。而這四個階段亦可再分為正面和負面：正面的人會對其種族群體內的成員身份（ethnic	 group	

membership）有良好的感覺，反之亦然，這取決於個人與社會的互動經驗45（見表1.2）。

38	 Phinney,	J.	(1996).	Understanding	ethnic	diversity:	the	role	of	ethnic	ident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0(2),	143	–	152.	DOI:	
10.1177/0002764296040002005

39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彝童識彝：傳承文化火炬，促進少數民族兒童健康發展。取自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
about.php?lang=zh

40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彝童識彝：傳承文化火炬，促進少數民族兒童健康發展。取自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
about.php?lang=zh

41	 Rivas-Drake,	D.,	Seaton,	E.,	Markstrom,	C.,	Quintana,	S.,	Syed,	M.,	Lee,	R.,	Schwartz,	S.,	Umaña-Taylor,	A.,	French,	S.	&	Yip,	T.	
(2014).	Ethnic	and	Racial	Identity	in	Adolescence:	Implications	for	Psychosocial,	Academic,	and	Health	Outcomes.	Child	Development,	
85(1),	pp.40-57.	DOI:10.1111/cdev.12200

42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2),	
34-49.

43	 Erikson,	E.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Marcia,	J.E.	(196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identity	
statu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51–558；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2),	34-49.	DOI:10.1177/0272431689091004

44	 Umana-Taylor,	A.	J.,	Yazedjian,	A.,	Bamaca-Gomez,	M.	(2004).	Developing	the	Ethnic	Identity	Scale	using	Eriksonian	and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and	Research,	4(1),	9-38.

45	 Umana-Taylor,	A.	J.,	Yazedjian,	A.,	Bamaca-Gomez,	M.	(2004).	Developing	the	Ethnic	Identity	Scale	using	Eriksonian	and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and	Research,	4(1),	9-38.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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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四個種族身份階段及每個階段的正負面之狀態

階

段

一

迷失型（Diffusion）

低程度的探索／沒有進行過探索（low	exploration）和種族問題只有低程度得到解決／沒有得到解決

(low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迷失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

消極與被動，亦沒有清晰概念，且感覺負面，

處於自我孤立而迷惘的狀態，同時不滿意現狀

迷失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

消極與被動，亦沒有清晰概念，但感覺正面，

處於自我孤立而迷惘的狀態，卻自得其樂

引述一項美國研究46對於種族身份階段的例子

「我在墨西哥的過去就由它留在當地，亦沒有理由要再去管它，我現在是美國人。」

（敍述自一名墨西哥-美國人）

「為甚麼我要去了解首位黑人婦女做過甚麼？我不感興趣。」（敍述自一名黑人婦女）

階

段

二

早閉型（Foreclosure）

低程度的探索／沒有進行過探索（low	exploration）但種族問題已得到解決（high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早閉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

消極與被動，但覺得已有一定的掌握，不過感覺

負面，處於自我孤立但清晰的狀態，同時不滿意

現狀

早閉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去探索或探索不多，態度

消極與被動，但覺得已有一定的掌握，亦感覺

正面，處於自我孤立但清晰的狀態，卻自得其樂

引述一項美國研究對於種族身份階段的例子

「我不再尋找自己的文化，只會跟從父母所吩咐的說話和他們所做的。」

（敍述自一名墨西哥-美國人）

「如果命運能選擇，我會想做美國白人，因為我身在美國，就會變成我的國家。」

（敍述自一名亞洲-美國人）

46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2),	
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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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

段

三

未定型（Moratorium）

高程度的探索（high	exploration）但種族問題只有低程度得到解決／還未解決（low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未定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斷進行探索，態度積極

與主動，但仍有所困惑，且感覺負面，處於摸索

而迷惘的狀態，同時不滿意現狀

未定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不斷進行探索，態度積極與

主動，但仍有所困惑，可是感覺正面，處於摸索

而迷惘的狀態，卻滿意現狀

引述一項美國研究對於種族身份階段的例子

「我想知道自己的文化與其他人有何不同，出席節日文化活動有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

（敍述自一名墨西哥-美國人）

「周圍有很多非日本籍的人，有時會令我感到困惑，我很想決定到自己是誰。」

（敍述自一名亞洲-美國人）

階

段

四

定向型（Achievement）

高程度的探索（high	exploration），而種族問題已得到解決（high	resolution）

負面（Negative） 正面（Positive）

定向型負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進行過深入的探索並已完成，

態度積極與主動，且明確及充分掌握，不過感覺

負面，只能無奈地接受，處於完成及清晰的

狀態，但不滿意現狀

定向型正面：

對於種族身份，他們進行過深入的探索並已完成，

態度積極與主動，且明確及充分掌握，亦感覺

正面，欣然地接受，處於完成及清晰的狀態，

同時滿意現狀

引述一項美國研究對於種族身份階段的例子

「別人會因我是墨西哥人而貶低我，但我不會再介懷，並可接受自己。」

（敍述自一名墨西哥-美國人）

「以前我想成為白人，因為白膚色會較漂亮，但現在我認為既有漂亮的白人，也有漂亮的黑人，我不再					

		渴望成為白人，我對自己是黑人感到快樂。」（敍述自一名黑人婦女）

對於外國某些地方的主流種族人士與少數族裔人士來說，他們在各類別的分布也不同，例如較多主流種族人士會

處於迷失型階段而感覺正面（diffuse	positive），但較多少數族裔人士處於定向型階段而感覺正面（achieved	

positive）47，原因是少數族裔人士會較落力去建構其種族群體內的成員身份48，或許與他們需面對更多種族

問題有關，相反，主流種族人士沒有太大的種族問題，亦無須去特別作出探索，已能在種族群體內有正面的

感覺，且他們可利用父母的價值觀來建構種族身份49。

47	 Umana-Taylor,	A.	J.,	Yazedjian,	A.,	Bamaca-Gomez,	M.	(2004).	Developing	the	Ethnic	Identity	Scale	using	Eriksonian	and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and	Research,	4(1),	9-38.

48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	34–
49;	Phinney,	J.	S.	(1992).	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diverse	group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7,	156–176;	Phinney,	J.	S.,	Alipuria,	L.	L.	(1990).	Ethnic	identity	in	college	students	from	four	ethnic	group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3,	171–183;	Roberts,	R.	E.,	Phinney,	J.	S.,	Masse,	L.	C.,	Chen,	Y.	R.,	Roberts,	C.	R.,	Romero,	A.	(1999).	The	
structure	of	ethnic	identity	of	young	adolescents	from	diverse	ethnocultural	group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9,	301–322.

49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	(1-
2),	34-49.



11

雖然定向型被視為最成熟的階段，但卻沒有一個指定的發展進程的範例所循50。有些較為自我孤立或被動

的少數族裔不會主動及積極去探索及尋求支援；有些在探索期間遭到挫敗而放棄；有些則很快完成探索並確

定個人種族身份。然而，無論是哪一套理論，大方向均是以協助少數族裔人士主動及深入地探索，邁往

定向型階段為主要目標，無論最後確定是何種身份，他們都可有能力去應對困難，在各方面健康地發展，

且能融入主流社會，積極貢獻社會。

1.3	世界各地的種族共融政策

不同地方均有嘗試推行種族共融政策，但成效參差。以新加坡為例，由於當地種族複雜，早於1824年已為

民族作出分類，稱為CMIO（「C」是Chinese華人、「M」是Malay馬來人、「I」是Indian印度人、「O」是

Other其他族人51），並制定CMIO民族政策，旨在滿足各種族的需要。當地政府把多個種族語言（英語、華語、

馬來語和淡米爾語）並列為官方語言以降低語言的複雜性，同時盼傳遞平等對待各種族語言的訊息，亦希望

可確保每個種族都能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避免互相衝突，達致社會共融52；亦推出不同種族的地區

購房配額等政策53，鼓勵各種族的人分散於不同地區居住，以確保有不同種族的鄰居，促進種族和諧與融合54。

近年，有組織對CMIO民族政策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政策可增加自我的民族認同感，以及提升CMI（華人、

馬來人及印度人）成為公民的大衆接受程度，而其他族群（CMIO中的O）成為公民的大衆接受程度較低，但

都有逾六成表示認同55。雖然CMIO民族政策見其成效，但種族歧視及社會矛盾仍少不免存在56。此外，當地

智庫更建議政府廢除CMIO民族分類，以使種族身份更具彈性，能配合不同種族混合的現實情況，例如馬來人

領養了一個華人小孩，並當馬來人般去養育成人，這情況可能是C和M的混合。但目前當地政府仍視CMIO

民族分類為管理多元種族的有效方法，亦認為種族對個人身份認同是非常重要的57。

50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2),	
34-49.

51	 所有未能歸納為CMI的種族則會視為O，比例上一直介乎接近1至2%的範圍。A	Singapore	Government	Agency	(10	Dec	2019).	What	
are	the	racial	proportions	among	Singapore	citizen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sg/article/what-are-the-racial-propor-
tions-among-singapore-citizens

52	 Mathews,	M.,	Lim,	L.,	Shanthini,	S.,	&	Cheung,	N.	(2017	November).	CNA-IPS	survey	on	ethnic	identity	in	Singapore.	IPS	Work-
ing	Papers	No.	28.	Retrieved	from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
tity-in-singapore.pdf；香港01（2017年11月9日）。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	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	矛盾表面化。取自https://
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53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EIP)	sets	quotas	for	public	housing	flats	owned	by	each	racial	group	in	a	block	or	precinct.	(The	
Straits	Times	(24	Jan	2022).	Singapore’s	CMIO	race	model	an	administrative	tool	to	manage	policies:	IPS	pane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singapores-cmio-race-model-an-administrative-tool-to-manage-policies-ips-panel)

54	 The	Straits	Times	(24	Jan	2022).	Singapore’s	CMIO	race	model	an	administrative	tool	to	manage	policies:	IPS	pane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singapores-cmio-race-model-an-administrative-tool-to-manage-policies-ips-panel

55	 近半受訪者認為民族與國家同等重要，特別是21至25歲的新加坡青年認為語言和節日是讓他們產生民族認同的重要標記，加上母語及
英語雙語政策和制定蓋三大民族的節日假期，均能增加自己各自民族認同感。另外，新加坡人對CMI（華人、馬來人及印度人）成為新
公民接受程度高達九成，但對O（其他族人）則只有約六至八成，反映其他族群的接受程度相對較主流的種族為低。（香港01（2017年
11月9日）。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	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	矛盾表面化。取自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
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Mathews,	M.,	Lim,	L.,	Shanthini,	S.,	&	Cheung,	N.	(2017	November).	
CNA-IPS	survey	on	ethnic	identity	in	Singapore.	IPS	Working	Papers	No.	28.	Retrieved	from	https://lkyspp.nus.edu.sg/docs/
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56	 調查發現儘管有七成受訪者認為不應種族歧視他人，但仍有近三成受訪者認為別的種族「正要求超越他們應得的福利」。近六成受訪者
承認有接觸過種族歧視事件，大部分來自職場，顯示社會矛盾仍然存在。（香港01（2017年11月9日）。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	
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	矛盾表面化。取自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
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57	 The	Straits	Times	(24	Jan	2022).	Singapore’s	CMIO	race	model	an	administrative	tool	to	manage	policies:	IPS	panel.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singapores-cmio-race-model-an-administrative-tool-to-manage-policies-ips-panel

https://www.gov.sg/article/what-are-the-racial-proportions-among-singapore-citizens
https://www.gov.sg/article/what-are-the-racial-proportions-among-singapore-citizens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singapores-cmio-race-model-an-administrative-tool-to-manage-policies-ips-panel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singapores-cmio-race-model-an-administrative-tool-to-manage-policies-ips-panel
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132179/新加坡民族共融政策施行半世紀-少數族裔愈感被排斥-矛盾表面化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politics/singapores-cmio-race-model-an-administrative-tool-to-manage-policies-ips-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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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新加坡的種族共融政策相對是推動得較好的國家，至少當地較主要的少數族裔的民族認同感有理想的

發展。參考其他地方的少數族裔青年共融措施，特別在教育政策上，都旨在協助他們從小就能順利地在當地

學習及融入社會，例如澳洲針對幼兒園到十年級學生（相當於香港的中四學生）進行語言課程，目的是從小

培養語言技巧和應用能力，亦特別設有第二語言課程，確保學生有學習其他語言的機會58。不過，當中仍存在

不少問題，包括教科書的內容以主流種族為主，忽略了少數族裔的觀點及角度等59，例子可見表1.3。

表1.3：世界各地的共融教育政策及其問題

加拿大 多倫多政府曾特別調校課程內容，以配合少數族裔學生的能力及需要，並招聘文化敏感度高

的老師授課。可是，少數族裔家長仍感到校方忽略其子女的教育需要，批評學校只着重教授

當地的歷史及語言，彷彿其本國並不存在及沒有價值，然而他們認為兩個國家的價值應是

同等重要的60

挪威 少數族裔學生得不到有關其本國的歷史及語言教育。此外，雖然少數族裔家庭的下一代大多

是在當地土生土長，其當地語言的能力已較父母為佳，但他們（特別是男性）能完成中學

常規教育的比率與入讀大學的比率仍然偏低，不及當地的青年61

瑞典 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表現較當地學生遜色（已排除家庭經濟狀況差異的因素），而他們得不到

其本國的語言教育。為應對學習表現問題，當地學校嘗試採用按學習能力分班教學的模式，

希望能因應他們的能力去調節課堂難度，可惜沒有顯著效果62

丹麥 有研究指出當少數族裔學生佔全班人數達五成時，會拖累當地學生的表現，所以當地學校

通常安排少數族裔學生人數佔全班僅約10%至11%63

58	 香港01（2021年12月8日）。少數族裔．政策｜澳洲新加坡情況更複雜	如何有效推動共融？取自https://www.hk01.com/周報/709183/
少數族裔-政策-澳洲新加坡情況更複雜-如何有效推動共融

59	 Niehaus,	I.	(2018).	How	diverse	are	our	textbooks?	Research	finding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In	Fuchs,	E.	and	Bock,	A.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extbook	Studies.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60	 Hasmath,	R.	(2012).	The	Ethnic	Penalty:	Immigration,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	UK: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61	 Frones,	T.	S.,	Pettersen,	A.,	Radisic	J.,	Buchholtz,	N.	(2020).	Equity,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ordic	Model	of	Education.	

Switzerland:	Springer.
62	 Frones,	T.	S.,	Pettersen,	A.,	Radisic	J.,	Buchholtz,	N.	(2020).	Equity,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ordic	Model	of	Education.	

Switzerland:	Springer.
63	 Frones,	T.	S.,	Pettersen,	A.,	Radisic	J.,	Buchholtz,	N.	(2020).	Equity,	Equal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Nordic	Model	of	Education.	

Switzerland:	Springer.

https://www.hk01.com/周報/709183/少數族裔-政策-澳洲新加坡情況更複雜-如何有效推動共融
https://www.hk01.com/周報/709183/少數族裔-政策-澳洲新加坡情況更複雜-如何有效推動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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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海外例子，共融不只關乎灌輸當地歷史知識和語言給少數族裔學生，也要顧及其本國文化（包括宗教、

節日、食物、藝術、音樂等64）和語言，令他們面對當地主流種族人士及其本國人士時，均可有效地溝通，

並應付升學及職場的需要，對他們建構種族身份認同是非常重要的，最理想是他們有能力把本國的語言和文化

傳承至下一代65，甚至是教導下一代有關當地的語言及文化，協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事實上，香港與其他

地方的情況相近，一般教育只着重英文及中文語言，其他語言（包括少數族裔的本國語言）被邊緣化，家庭

也未必有能力傳承本國語言及文化，但其中文水平未見得理想，更成為他們向上流的重大阻力66，長遠

來看，這困局很大機會延伸至下一代。

1.4	香港少數族裔的社會共融支援

香港政府也銳意建立共融社會，致力推動社會共融政策，旨在讓每個人在不同生活範疇都享有平等和尊重67，

當中涉及協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制定相關文化敏感度及共融政策，例如優化《促進種族平等行政

指引》、加強公務員有關文化敏感度和平等機會的培訓、提升翻釋服務、推行「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

加強支援服務中心的服務、加強促進少數族裔青少年參與各紀律部隊的活動等68。此外，2021年《施政報告》

亦提及教育局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並錄取了非華語學生的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且會按評估成效作出

調整，使語言不會再成為非華語人士融入香港社會和進入職場的障礙。政府亦已落實約	30項涉及教育、就業

支援、醫療健康、社會福利及共融的措施，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並打算以身作則，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提供

受聘機會69。

社區支援層面

雖然2021年的政策成效仍有待觀察，但過往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不同範疇上面對不少問題，反映共融政策仍有

改善空間。社會人士特別因應支援服務中心及「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的意見與建議，可見表1.4。

64	 不過，新加坡的新一代越來越少重視族裔文化的傳承，本國身份及傳統有逐漸被侵蝕的危機。（Mathews,	M.,	Lim,	L.,	Shanthini,	S.,	
&	Cheung,	N.	(2017	November).	CNA-IPS	survey	on	ethnic	identity	in	Singapore.	IPS	Working	Papers	No.	28.	Retrieved	from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65	 Mathews,	M.,	Lim,	L.,	Shanthini,	S.,	&	Cheung,	N.	(2017	November).	CNA-IPS	survey	on	ethnic	identity	in	Singapore.	IPS	Work-
ing	Papers	No.	28.	Retrieved	from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
tity-in-singapore.pdf

66	 Gu,	M.	M.,	Kou,	Z.	C.,	Guo,	X.	G.	(2019).	Understand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eaching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2(8),	1030-1047.	DOI:	
10.1080/13670050.2017.1332000

67	 香港政府一站通（2021年9月）。促進社會共融。取自https://www.gov.hk/tc/residents/housing/socialservices/youth/SocialInclusion.
htm

68	 政府新聞網（2019年10月27日）。全面支援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
3632_116.html

69	 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取自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df/PA2021.pdf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https://lkyspp.nus.edu.sg/docs/default-source/ips/wp-28_cna-ips-survey-on-ethnic-identity-in-singapore.pdf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housing/socialservices/youth/SocialInclusion.htm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housing/socialservices/youth/SocialInclusion.htm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df/PA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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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社會人士因應支援服務中心及「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的意見與建議

意見

1 支援服務中心和「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皆欠缺詳細執行說明及未能照顧少數族裔的需求70

2 目前支援服務中心提供的中文班的語言程度只屬「非常基本水平」，對於他們閱讀或書寫中文方面幫助

不大，與幫助他們融入社會還相隔一段距離71

3 在「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方面，不能只依賴文化交流，以為只要知道對方的飲食習慣或傳統服裝

就能協助不同族裔的居民互相融洽相處72

建議

1 民政事務局（於2022年重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應統籌現時少數族裔成年人中文班的課程（包括

支援服務中心、僱員再培訓局、大專學院或社福機構開辦的中文班），從而檢視課程的中文程度及

內容、為少數族裔提供有系統的中文學習及晉升階梯，以及就課程中文程度的調適作出指引73

2 民政事務局宜與社會福利署商討，向轄下的支援服務中心及社會服務機構發出活動指引，調整興趣班

或中心活動的參與人士族裔比例。如此一來，支援服務中心所提供的興趣班可以扮演一個平台角色，

使本地少數族裔與華裔人士共同參與，建立社交網絡74

3 有關文化敏感度的培訓，民政事務局應為社會服務機構提供相關的文化敏感度訓練，令他們具備

文化敏感度，並在宣傳少數族裔社會服務時提供英文版本，否則少數族裔依舊難以參與75

4 加強勞工處的角色，例如主動聯絡僱主，發掘適合少數族裔的工作機會、資助公司將內部通告或

指引翻譯成其他語言、處理僱主與少數族裔僱員因溝通或文化差異而引起的矛盾、聘請少數族裔

就業主任，讓能說少數族裔語言及了解他們文化和需要的就業主任協助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津貼

鼓勵僱主給予少數族裔僱員於工作時間內學習中文或與工作相關技能、透過社工介入的個案管理模式

跟進每個就業個案，協助求職者了解自己的能力及職志，消除相關障礙，並提供適切的求職資訊及

意見等76

70	 例如在機場向新來港少數族裔人士派發的資訊套內容並未及時更新，以致當持份者需要求助時，才發現資訊已經過時，亦未能針對少數
族裔人士需要，提供迎新計劃及充實語言課程。另外，政府亦應為少數族裔新移民制定全面的社會融合計劃，包括優化為非華語學童而設
的全日制啟動課程、在入境事務處的配合下收集新來港的少數族裔資料、支援服務中心主動向服務地區內的少數族裔新移民提供外展支援
服務，以及免費為少數族裔新移民評估中英文水平。（立法會（2019年11月4日）。香港融樂會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遞交對「民政事務局
局長就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之意見書。立法會	CB(2)146/19-20(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46/19-20(02)。取自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71	 雖然民政事務局曾回應稱當前支援服務中心提供的廣東話課程旨在幫助少數族裔人士應付日常社交生活需要，協助他們儘早融入社區，
並指出87.4%至100%曾報讀各中心語言班的學員認為他們的中/英文水平有所提高，若課程不能滿足學員需要，支援服務中心會提供相關
的額外進修課程資料。但融樂會認為其回應與現實情況不符，學員認為自己中文水平已有提高，並不代表其水平足以使之融入社區。因為基本
的聽說能力並不充分，還需有基本的讀寫，甚至高於基本的聽說能力才能協助他們升學就業的需要。（立法會（2019年11月4日）。香港
融樂會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遞交對「民政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之意見書。立法會	CB(2)146/19-
20(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46/19-20(02)。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
ha20191104cb2-146-2-ec.pdf）

72	 立法會（2019年11月4日）。香港融樂會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遞交對「民政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之
意見書。立法會	CB(2)146/19-20(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46/19-20(02)。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9-20/
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73	 立法會（2019年11月4日）。香港融樂會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遞交對「民政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之
意見書。立法會	CB(2)146/19-20(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46/19-20(02)。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9-20/
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74	 立法會（2019年11月4日）。香港融樂會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遞交對「民政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之
意見書。立法會	CB(2)146/19-20(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46/19-20(02)。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9-20/
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75	 立法會（2019年11月4日）。香港融樂會向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遞交對「民政事務局局長就行政長官2019年施政報告作出簡報」之
意見書。立法會	CB(2)146/19-20(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146/19-20(02)。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19-20/
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76	 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a/papers/ha20191104cb2-146-2-ec.pdf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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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層面

有鑑於學習中文語言是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最主要的困難，但要掌握中文，就必須要有完善的「第二語言」政策

配合，以及一個廣東話的語言環境77。眼見許多青年就算經歷12年本地中小學教育，仍無法掌握。問題可能

歸咎於沒有完善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以合適的教授方法讓其銜接至主流中文水平，他們最後只能以

其他中文資歷（如GCSE、GCE(AL））代替香港中學文憑試（下稱文憑試）中文科考試成績78。但這些非以

文憑試中文科為目標的中文科課程，其考試水平實際上與主流的中文水平相去甚遠，所培養的中文水平也只達

初中程度，根本無法掌握對生活、求職、追求理想至為關鍵的語言，更遑論融入主流社會79。再者，即使學生

能升讀專上院校，但因其中文資歷的程度較低，只能選讀以英語授課的課程，但現時每間院校和學系對中文科

替代考試與文憑試中文科之間的等級轉換標準不一，入學後是否可以免除修讀中文授課的其他學科，亦未有

劃一準則80。為此，有組織特別就第二語言學習者之語言教育政策進行研究，重點意見及建議可見表1.581。

表1.5：第二語言教育政策的相關意見及建議

缺乏針對性

的語言教育

政策

意

見

沒有針對母語不是中文的少數族裔學生的語言教育政策。學習架構旨在幫助他們

解決學習中文的困難，促進他們儘早銜接主流課堂，但現時他們的中文能力甚至

在入讀中學後倒退，僅相當於主流的小學二年級的水平

建

議

•	 政府應考慮借鑑其他國家的經驗，發展第二語言教育政策

•	 第二語言學習必須具長期目標和課程連續性。教育局應明確少數族裔在幼稚園

和小學的中文學習階段性目標和能力水平，以便學校、家長、督學和教育政策

制定者能客觀地判斷教學質素，促進調整及優化課程和支援措施，完善基準。

對於沒有達到預期能力的學童，應提供增潤班和輔導班，以促進他們掌握及

熟練中文。如果他們在其他用中文教授的科目也落後，亦應提供輔導班

學前缺乏

接觸中文

機會

意

見

在入學前，他們較少甚或沒有機會接觸中文，學習中文的「起步點」與華語幼兒並

不相同。然而，政府並沒有籌辦非華語兒童學前中文學習項目，而每所獲得資助的

有取錄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實際上也不一定提供中文學習支援。教育局有為新來港

的兒童在入讀主流中小學前設立為期六個月的全日制「啟動課程」，但據審計署

報告，參與率從2013年到2019年持續下降。另外，教育局一直以來都沒有評估

上述項目的參加者之中文水平，及其是否能順利在主流學校以中文學習

建

議

•	 教育局應考慮將「啟動課程」擴展至學前兒童，並要求幼稚園為中文水平低的

少數族裔兒童開設預備班。教育局可借鑑德國的早期語言學習計劃支援日託中心

和幼稚園發展學前語言班，讓員工接受在職培訓，通過遊戲進行語言刺激和

識字教育

•	 教育局應要求幼稚園和小學收集諸如母語、原區地、出生地、在香港的年數、

宗教、經濟狀況以及先前的學習或參加過的課程等資訊

77	 香港融樂會（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	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78	 香港融樂會（2020年7月7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二）談少數族裔就業。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79	 香港融樂會（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	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80	 香港融樂會（2020年7月7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二）談少數族裔就業。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81	 香港融樂會（2021年12月14日）。支援幼小階段第二語言學習者之語言教育政策比較研究：研究撮要。取自https://unison.org.hk/
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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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不了解

子女的中文

程度

意

見

部分家長不了解子女在校學習的中文程度、無法曉得子女的中文能力，以及沒有信心

讓子女入讀主流小學，因為他們覺得子女的中文能力不足以讓他們順利銜接到

主流小學。雖然教育局自	 2017/18學年起，每年與非政府機構合作舉辦約六至七場

簡介會，向家長介紹幼稚園（K1）的入學安排。這些簡介會以英語進行，並提供

烏爾都語、印度語和尼泊爾語的即時傳譯，以告知家長幼稚園申請和入學程序，但

總參與率通常低於所有K1非華語學生的2.5%。家長亦沒注意到教育局或平等機會

委員會就非華語學童支援措施發出的幼稚園單張、小冊子和短片並不如面對面的

簡報會有效。此外，由2020/21學年起，教育局為非華語學生家長提供一系列家長

教育計劃，包括家長教育講座暨展覽及社區活動，旨在協助他們支援子女的學習，

鼓勵子女掌握中文，並使他們能夠更全面地了解多階進出的升學途徑。該計劃的

有效性仍有待觀察

建

議

•	 教育局應要求學校向少數族裔家長介紹幼稚園和小學的教育內容。一般如

評估、報告、功課政策、如何在家支援學習等。必要時提供即時傳譯

•	 教師和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中文教師都應與家長見面。如果家長不能用中文或

英文溝通，學校應考慮是否需要翻譯員。在註冊和迎新過程中，教育局應鼓勵

學校更有效地利用社區資源以協助學校

•	 第二語言教育政策應確保學校採取適當措施，讓少數族裔家長了解課程、子女

的進步，尤其是中文能力，以便他們能夠在校外提供指導和支援

•	 少數族裔事務督導委員會應協調跨界別合作，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圖書館、

文化和宗教團體等實施家長培訓計劃

•	 為了讓家長參與學校活動，教育局應鼓勵學校制定家校合作計劃

•	 為更了解學童在其發展階段的中文程度，教育局應制定衡量標準，以跟蹤他們的

中文聽説讀寫能力。學校應定期向家長解釋評估做法、學習期望及子女的進步。

同時也應鼓勵和歡迎家長積極參與討論評估結果和課程安排

沒有特別

提供社會

心理支援

意

見

語言學習規劃是多方面的，涉及從心理到社會的一系列問題。然而，香港對少數

族裔學生沒有特別的社會心理支援。現時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與教並非基於尊重

人權及社會公義。許多學校和老師甚至將其視為一種負擔，學校社工似乎還未意識到

少數族裔學生的社會心理需要

建

議

校內社工應積極支援少數族裔學童的個人、社會和情感發展。學校社工在少數

族裔學生中的角色和責任需予清晰界定，並向他們提供文化意識、敏感度和應對

能力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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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缺乏

專業資格

和支援

意

見

香港教師無需具備相關專業資格即可教授少數族裔中文，而教育局沒有為幼稚園、

中小學和特殊學校訂定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要求。教育局提供

的專業發展計劃，委託本地大學為教授少數族裔學生的老師舉辦教師工作坊，但

這些培訓課程過於理論化，大多數授課教師沒有教授少數族裔的經驗，不了解教學

的實際需求，課程僅限於支援教師教授中文科，亦被批評無法有效提升教學質素。

教育局自2014/15學年推出「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專業進修津貼計劃」，以提升

老師教授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所需的教學知識及技巧，並了解文化差異，但該計劃

並不受歡迎，2014/15至2017/18四個學年，只有68名中國語文科教師獲批資助，

其中只有24人完成課程

建

議

•	 教師在提升學生學習和成績方面是很重要。但只是滿足標準的教學已不再

足夠；文化敏感亦應提高。老師如何使用適當的教材和策略來促進少數族裔的

成就應有專業的準備。有第二語言職前或在職培訓的教師應獲得專業認可

•	 政府應審查當前的資助模式和資助金額，以確定是否足以實施支援措施。資源

應為成果導向，並用於促進學習

•	 語言教育政策的評估能為監測教育系統的公平性提供重要的資訊。因此，必須

制定嚴格的監測和評估框架，以向公眾問責，提高政策效率，並促進學習，

優化少數族裔兒童中文學習的策略

事實上，社會有聲音要求為非華語學生設計一套以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整全中文課程，涵蓋具針對性的

教學法、教育工具及教科書等，並強化師資培訓，儘早培育一批教授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師，就如現行

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培訓系統一樣。政府亦應為教師提供專職培訓課程、資歷認可機制及受訓誘因，

建立一隊具專業資格的教師團隊，並着手建立一個能涵蓋目前非華語學生常考中文考試的資歷階梯，更適切地

反映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水平82。

就業層面

政府有積極回應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就業問題。例如勞工處的就業中心為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就業資訊、

就業講座、地區性共融招聘會等服務。有需要的人士可與就業主任會面，獲取個人化的就業諮詢服務83。

2021年及2022年第一季分別有1,372及194名少數族裔求職人士登記使用勞工處的就業服務。此外，勞工處與

非政府機構安排為不諳中英文的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傳譯服務84，且自2017年5月起在西九龍就業中心

及元朗就業中心，聘用兩名通曉少數族裔語言的就業助理，向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就業服務，亦推行「少數

族裔就業服務大使計劃」，聘用「展翅青見計劃」下能以少數族裔語言溝通的學員，在勞工處的就業中心、

82	 平等機會檔案（2019年10月）。人人學得好─讓少數族裔享有平等教育機會。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
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83	 立法會文件（2022年5月17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就業支援服務。檔案編號：CB(2)312/2022(05)。取自https://www.legco.
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84	 2021年及2022年第一季就業中心／行業性招聘中心職員曾分別向1,469名及112名到訪中心的少數族裔求職人士介紹傳譯服務。因應
他們的需要，勞工處在2021年為少數族裔求職人士安排了三次傳譯服務，而2022年第一季則未有需要安排相關服務。（立法會文件
(2022年5月17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就業支援服務。檔案編號：CB(2)312/2022(05)。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2022/
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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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性招聘中心及招聘會擔任就業服務大使，自2014年9月推行至2022年5月已聘用186名服務大使85。

為進一步加強對少數族裔求職人士的就業支援，勞工處委聘兩所非政府機構自2020年11月起推行「多元

種族就業計劃」。這項試點計劃通過非政府機構以個案管理方式，向少數族裔求職人士提供一站式就業

服務，善用非政府機構的社區網絡、個案管理的專業知識及服務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經驗。截至2022年

3月底，共有582名少數族裔求職人士參加了該計劃，期間共錄得285宗成功就業個案86。雖然如此，少數族裔

香港人士使用勞工處支援服務的使用率偏低，大部分仍只靠親友介紹的單一渠道尋找工作，原因可能是他們

不知道有這些服務，另有部分對勞工處的服務感到不滿意，認為不能幫他們找到工作87。事實上，少數族裔

香港人士普遍的收入低與學歷不相稱的問題仍然存在，且當在職場遇到問題時，大部分不熟悉勞工權益，

亦沒有尋求任何幫助88。

種族身份認同發展層面

政府在推行社會共融政策時，主要方向及建議均集中於支援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學習（特別是中文）及就業

上，較少引入與種族身份認同發展相關的元素，這或會令整個社會共融政策有所缺失。種族身份認同

發展的成敗與語文能力和學習能力的發展互相緊扣，並且也會影響行為健康和社會心理健康等89。按照民族

認同發展理論90，最理想是他們能擺脫對種族身份處於困惑及自我孤立的狀態，不但對自己的種族有良好

感覺，且能包容其他種族，積極參與社會。至於最終他們認為自己屬於甚麼種族身份，是香港人或本國人，

抑或兩者皆是，這不是關鍵，只要清晰及正面則可。由於種族身份認同實際影響的範圍廣泛，現時社會

共融政策只以平等和尊重為目標，而沒有提及要讓少數族裔建構特定的身份（無論是何種身份或混合身份），

實有不足，個人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問題及各文化的互相接受程度91有必要被納入共融政策的目標之一。

MWYO期盼政府可考慮如何強化及善用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潛能成為整體社會的資源，以及怎樣轉化他們的

身份成為多元種族的身份92，才能更有效促進社會共融，善用人才，推動香港發展。

85	 立法會文件（2022年5月17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就業支援服務。檔案編號：CB(2)312/2022(05)。取自https://www.legco.
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86	 立法會文件（2022年5月17日）。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就業支援服務。檔案編號：CB(2)312/2022(05)。取自https://www.legco.
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87	 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88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在2021年6至7月聯同少數族裔組織PEME，進行了「少數族裔對勞工法例認知調查」，成功訪問了298名16歲以上、

並且受僱期間符合「4.1.18」規定（即僱員需要為同一僱主連續工作四星期，而每星期工作要不少於18小時，才可獲《僱傭條例》全面
保障）的少數族裔人士。調查中有65%的教育水平為高中以上，而過半人的收入低於一萬元以下。此外，有82%表示在遭遇勞工權益
剝削情況時沒有尋求任何幫助。（香港01（2021年10月12日。調查指逾八成受訪少數族裔勞工遭剝削沒有求助	 團體促加強支援。取自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687928/勞工權益-調查指逾八成受訪少數族裔遭剝削沒求助-團體促支援）

89	 參考一項有關彝族兒童的民族認同發展與個人健康發展的研究，民族和文化意識在彝童的健康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行為健康、
社會心理健康、語文能力和學習能力的發展。（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彝童識彝：傳承文化火炬，促進少數民族兒童健康發展。取自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90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
2),	34-49.	DOI:10.1177/0272431689091004

91	 或可視作涵化（acculturation）指到各文化的互相接受過程與結果，當中包括壓力應對、文化學習和社會認同（social-identification）。
	 (Karim,	S.,	Hue,	M.	T.,	Ullah,	R.	(2021).	Acculturative	challenges	among	Pakistani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82:	1-11）
92	 Gu,	M.	M.,	Kou,	Z.	C.,	Guo,	X.	G.	(2019).	Understanding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eaching	South	Asian	students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22(8),	1030-1047.	DOI:	10.1080/13670050.2017.1332000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mp/papers/mp20220517cb2-312-5-c.pdf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687928/勞工權益-調查指逾八成受訪少數族裔遭剝削沒求助-團體促支援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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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目標及重要性
現時社會共融政策的目標沒有涉及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社會亦鮮有提及相關問題，對於推動種族共融或會

有所缺失。事實上，某些少數族裔會有更大比例人口處於弱勢位置93（即處於社經地位較低的位置），反映他們

融入香港主流社會較其他種族困難。假如我們只不斷推出各種學習、就業或生活的支援，但把種族身份認同

置之不理，有機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是較為自我孤立或被動的少數族裔不會主動及積極尋求支援；第二是

即使他們參與，也不足以應付不平等的對待，或會出現反效果，甚至令他們停止探索，最後長期處於自我

孤立狀態。有見及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本港社經地位較低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下稱弱勢少數族裔香港

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及個人發展情況，期望研究結果可引起外界關注，並提供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期望

鼓勵他們探索其種族身份認同，以達到定向型為目標（不在乎最後認同甚麼種族身份），令他們融入及參與

社會，促進個人及社會整體的發展。有鑑於曾有不少文獻已探討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社經地位低的因素及

衍生的問題，以及他們在生活、學習（特別是中文）、就業及心理等方面的情況，亦已在此報告的第一章

簡述，故此研究只會集中探討種族身份認同的情況。

圖2.1：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社會共融研究框架

93	 有調查發現少數族裔貧窮問題嚴重，對比2021年香港五人家庭的平均月入46,000元，少數族裔家庭月入平均只有20,000元。在第五波
疫情下，調查顯示少數族裔失業情況較香港一般人口嚴重十倍，在937名受訪者中，有近一半人指他們因疫情失業。（香港01（2022年
7月12日）。調查揭少數族裔家庭月入較一般家庭少逾五成	 近半人因疫情失業。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91538/調查揭
少數族裔家庭月入較一般家庭少逾五成-近半人因疫情失業）；樂施會指出現時香港差不多每三名南亞裔兒童當中，便有一個生活在貧
窮線下。（香港01（2022年7月30日）。全港首個「按效益付費」課程　支援逾1,200名非華裔幼園生學中文。取自https://www.hk01.
com/18區新聞/798385/全港首個-按效益付費-課程-支援逾1-200名非華裔幼園生學中文）

政策目標從家庭、學校及社會方面幫助青年種族
身份建構，並在社區、家庭及學校推動

改善政策建議

弱勢少數族裔青年成長時
種族身份認同構建之四個

階段：
•	迷失型
•	早閉型
•	未定型
•	定向型（無論認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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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社會、家庭及個人的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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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排斥及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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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較低自我效能等)

社會、家庭及個人的客觀因素
減低弱勢少數族裔青年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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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研究目標主要有四個，分別是：

1.	 探討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情況

2.	 了解阻礙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的可能因素

3.	 分析因種族身份認同發展不理想而帶來的影響

4.	 為協助發展種族身份認同提出可行及切實的政策建議

參考一項有關彝族兒童的個人健康發展的概念框架94，我們會加入社會政策的元素，成為本研究的框架

(見圖2.1）。

94	 彝族人口在中國有約870萬，是全國第六大少數民族，他們長久以來都居住在中國的西南部，時至今天，雲南省和四川省分別有約470萬
(佔全省人口約11%）和210萬（佔全省人口約2.6%）彝族人。（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彝童識彝：傳承文化火炬，促進少數民族兒童
健康發展。取自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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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弱勢少數族裔青年面對

的問題，例如：
•	 少數族裔群組內的貧
富懸殊問題嚴重，家
庭社經地位較低少數
族裔青年在融入主流
社會上顯得艱難

•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
年面對學校過渡到工
作的問題，向上流機
會不足，如失業、從
事較低職位、較難獲
得工作等

•	弱勢少數族裔青年比
華人學生得到較少學
習機會，如活動沒有
英語提供、活動安排
未能配合其本國的宗
教規條、未能獲得協
助儘早訂立升學及就
業目標等，均阻礙其
學習及成長

個人發展遭受阻礙，會間接
產生長遠影響：

個人及家庭方面
•	阻礙學業及事業發展
•	因未能向上流而延伸
家庭貧窮至下一代

•	未能積極參與社會

整體社會
•	失去未來人力資源
•	造成長遠社會負擔
•	未能促進共融而吸引
不到海外人才

https://digital.lib.hkbu.edu.hk/yinheritance/about.php?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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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融泛指沒有任何人基於種種理由而被拒於主流體系之外，但主流族裔和少數族裔存在權力不對等，假如弱勢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未能融入主流社會則衍生個人及社會問題。對於非本地出生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他們

是否有歸屬感或是感到「非我族類」，種族身份是否處於尷尬位置，會影響他們能否順利融入社會。即使在港

出生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他們對個人先天和後天種族身份上的理解，以及家庭與社會如何看待他們，

這些互動過程均影響其種族身份的認同感，並對其成長與發展有莫大影響。有見及此，本研究對整體社會

(包括學校和家庭層面）及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成長與融入均相當重要。總括研究的重要性如下：

1.	 改善社會共融政策，關注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身份認同發展問題，大力推動發展共融社會。

2.	 社會能善用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才能，豐富本地人才庫，人才多元化有利促進整體社會發展。

3.	 社會大眾可對不同種族有更多的了解、接納及包容，給予他們更多機會共建社會。

4.	 加強學校多元文化教育，有助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與華裔人士共同學習與成長。

5.	 學校能提供更適切的教育環境給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讓他們得到更適合的栽培。

6.	 雖然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不能改變其天生的種族，但他們可選擇接納及包容不同種族，認同自己

所選擇的種族身份，並可留在香港健康地發展。

7.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可以有更明確的目標，社會亦有更多機會，讓他們實踐理想，各展所長。

8.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有更多個人及社會資源去應對及處理不平等待遇及歧視，加強心理韌性

(resilience），確保有足夠能力去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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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對象是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弱勢少數族裔的定義會參考住戶收入中位數95、在職貧窮住戶比例96、

每月主要個人職業收入97和教育程度98。綜合政府統計處的相關數據得出弱勢少數族裔大多圍繞南亞裔人士類別

(如尼泊爾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和斯里蘭卡人），以及亞洲人（非華人）類別的印尼人、泰國人和菲律賓

人，當中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雖然在南亞裔人士類別當中，印度人相對較有優勢，但他們仍比白人及

日本和韓國等亞洲人為低，並較大部分處於貧窮與低技術行業99。因此，本研究的對象是南亞裔（其中包括

印度人）和亞洲（非華人）類別的印尼、泰國和菲律賓（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本研究會採用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的混合方法研究模式（mixed	 methods	 research）。網上問卷方面，我們

邀請12至17歲或的弱勢少數族裔中學生接受問卷調查，只包括現正就讀中學的青年之原因是，那些已升讀大專

院校或進入職場的青年，其世界觀（包括種族身份認同）或會有所不同，加上中學生剛剛步入青少年時期，

其對外界的認知及互動模式也會有很大的變化，或會更突顯個人種族身份與其他人／環境之間的關係100

(ethnicity	 salience）。因此，把研究對象設在剛開始踏入青少年時期但未升讀大專院校或進入職場的階段，

有助我們更準確地了解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成長初期的種族身份認同的概況，以便制定配合他們成長

時期的相關政策建議。當中年紀較輕的受訪者會由老師、社工或訪問員從旁協助。問卷內容包括個人背景、

家庭背景和與圖2.1相關的項目，其中我們會採用種族身份量表101（Ethnic	Identity	Scale,	EIS）來分析問卷

95	 少數族裔人士普遍自力更生，勞動參與率較高，男性勞動參與率為79.9%，較整體人口的69.7%為高，尼泊爾籍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亦高達
63.2%。雖然勞動參與率不低，但少數族裔間的收入差距較大，且部分種族更低於全港家庭住戶收入中位數。於2016年，少數族裔家庭
住戶的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為32,500元，較全港家庭住戶的25,000元高30.0%，但主要是白人住戶（住戶收入中位數為60,000元）、
韓國住戶（48,250元）及日本住戶（40,000元）的住戶收入較高所致。南亞裔住戶當中，除了印度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較高之外
(38,750元），其他種族如巴基斯坦普遍較低（17,330元）。（政府新聞網（2019年10月27日）。全面支援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取自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政府統計處（2016）。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96	 即使是在職住戶也不一定脫貧，少數族裔貧窮人口有64.7%是來自在職住戶，	比例高於全港貧窮人口在職住戶的50.3%。在職貧窮的情況
以南亞裔更為明顯，約八成的巴基斯坦及尼泊爾貧窮人口居於在職住戶。整體上，南亞裔的貧窮率偏高，達25.7%，當中巴基斯坦人的
貧窮率高達56.5%，印尼和泰國人的貧窮率亦分別為35.4%和26.5%。（政府統計處（2018年2月）。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
報告。取自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
Minorities%202016_chi.pdf）

97	 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最低的首五個族裔是（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巴基斯坦人（12,800元）、其他南亞裔人士，包括孟加拉人及
斯里蘭卡人（13,320元）、菲律賓人（14,040元）、尼泊爾人（14,500元），以及印尼人和泰國人（兩者都是16,000元）。（政府統計處
(2016）。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
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98	 專上教育程度最低比例的首五位是：印尼人（12.5%）、泰國人（13.3%）、尼泊爾人（15.0%）、巴基斯坦人（20.5%），以及其他亞洲人
(28.3%）。（政府統計處（2016）。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
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99	 印度人在政策介入前的貧窮率達14.8%，較日韓的7.5%和白人的7.0%高。部分印度人也會面對在職貧窮問題，如按每個種族群組內的
比例，印度人從事較低技術人員的百分比（10.9%）相對整體南亞裔（9.9%）、日韓人士（6.2%）和白人（4.7%）為高。（政府統計處
(2018年2月）。2016年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取自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
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100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2),	
34-49.

101	 The	Ethnic	Identity	Scale	assesses	three	distinct	components	of	ethnic-racial	identity:	(a)	exploration,	or	the	degree	to	which	
individuals	have	explored	their	ethnicity;	(b)	resolution,	or	the	degree	to	which	they	have	resolved	what	their	ethnic	identity	
means	to	them;	and	(c)	affirmation,	or	the	affect	(positive	or	negative)	that	they	associate	with	their	ethnic-group	membership.	
Exploration	and	resolution	capture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ethnic-racial	identity,	and	affirmation	captures	
ethnic-racial	identity	content.	Examination	of	exploration	and	resolution	as	individual	scales	enables	scholars	to	categorise	
individuals	into	ethnic-racial	identity	statuses	of	diffuse,	foreclosed,	moratorium,	and	achieved.	(Umana-Taylor,	A.	J.,	Yazed-
jian,	A.,	Bamaca-Gomez,	M.	(2004).	Developing	the	Ethnic	Identity	Scale	using	Eriksonian	and	social	identity	perspectiv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and	Research,	4(1),	9-38)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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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種族身份認同類別和沃里克愛丁堡積極心理健康量表102（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	Being	

Scale,	WEMWBS）來評估其心理健康水平，旨在了解他們的種族身份認同情況及相關因素和個人發展情況。

由於弱勢少數族裔學生佔全港學生的比例較少，分布亦較散，很難採用隨機抽樣的方法，故此本研究採用

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的方法，主要透過四間學校、十間相關非政府組織，以及十位相關個別

人士發放網上問卷，也會透過問卷受訪者轉發問卷給合適受訪者，儘量從多個及不同渠道發放，以減低因非

機率抽樣而有機會引起的偏差103。最後，我們共收集了144份問卷（問卷受訪者的背景資料可見附件二）。

問卷調查所統計的百分比會因四捨五入而有少許偏差。另外，問卷調查的資料會採用較適當的統計方法作

分析，包括Kruskal-Wallis	test、Mann-Whitney	U	test和Fisher’s	exact	test，讓我們更準確分析不同

項目的相互關係，當p值（p-value）<.05，則代表項目之間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較有可能出現互相影響的

關係，另外效應值（effect	size）有助補充p值或因樣本數目所導致的偏差，並顯示項目之間相關性的效應

大小程度，效應程度越強，代表兩個項目的差異越明顯（屬於小的效應值：Eta-squared:	0.01	-	0.059/	Cliff’s	

delta:	0.147	-	0.329；屬於中等至大的效應值：Eta-squared:	≥	0.060	/	Cliff’s	delta:	≥	0.330）。

在深入訪談方面，問題主要圍繞現時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學習、就業及生活等問題，並會探討他們對於

種族身份認同的看法。訪問以半結構式進行，收集的資料會作整理和歸納，以加強我們對相關課題的掌握，

並可對某課題作更深入的討論。我們一共進行了25個深入訪談，他們的背景包括八位弱勢少數族裔在學青年

(分享個人經驗）、三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父母（分享個人經驗），五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具前線

服務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經驗，並分享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情況及個人經驗）、兩位少數族裔

香港青年（非弱勢種族，並分享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情況），以及七位為少數族裔提供支援的組織

代表(華裔，並分享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情況）（受訪者背景資料可見附件三）。多元的受訪者背景與

角色有助我們從不同角度作深入探討，把這課題呈現得更立體。資料處理上，我們會按不同主題及類別

去整理，並歸納出相關結果，然後會與問卷的結果互相參照。最後，我們會搜索其他社會上的傳媒訪問用作

資料補充。

102	 	The	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being	Scales	were	developed	to	enable	the	measuring	of	mental	wellbeing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projects,	programmes	and	policies	which	aim	to	improve	mental	wellbeing.	The	14-item	scale	
WEMWBS	has	5	response	categories,	summed	to	provide	a	single	score.	The	items	are	all	worded	positively	and	cover	both	
feeling	and	functioning	aspects	of	mental	wellbeing,	thereby	making	the	concept	more	accessible.	The	scale	has	been	widely	
used	natio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for	monitoring,	evaluating	projects	and	programmes	and	investigating	the	determinants	of	
mental	wellbeing.	(Warwick	Medical	School	(2021).	The	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being	Scales	–	WEMWBS.	Retrieved	
from	https://warwick.ac.uk/fac/sci/med/research/platform/wemwbs/)

103	 收集了共144份問卷，當中男性和巴基斯坦族裔佔逾七成。雖然經統計運算後，性別和種族與各問題的答案沒有明顯差異，但這都會是本
研究的限制之一。

https://warwick.ac.uk/fac/sci/med/research/platform/wemw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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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本章綜合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所得的數據，了解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情況。

圖4.1顯示了問卷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甚麼種族身份的人，近六成（57.8%）都與香港人／中國人有關（「我是

香港人／中國人」佔28.2%＋「我是本國＋香港／中國人」佔29.6%）。其次是「我是本國人」佔26.8%，

最後表示不在乎的人佔15.5%。

圖4.1：哪個種族的稱呼最能夠形容你？（共142人）

																																																																																																																									
																																																																																																																									註：有兩位沒有作答。

根據種族身份量表，我們把問卷受訪者分為八個類別：迷失型正面（diffuse	 positive）、迷失型負面（diffuse	

negative）、早閉型正面（foreclosure	positive）、早閉型負面（foreclosure	negative）、未定型正面（moratorium	

positive）、未定型負面（moratorium	 negative）、定向型正面（achieved	 positive），以及定向型負面

(achieved	 negative）（各類別的定義可參閱前文的表1.2）。在144名問卷受訪者中，有近七成（68.0%）屬

迷失型或早閉型，代表較多受訪者從未/只低程度地探索個人種族身份，且絕大多數（94.4%）對其種族身份

感到負面。另有少數屬定向型負面（26.4%），他們已完成探索，並明確及充分掌握種族身份，但感覺仍是

負面，可能只是無奈地接受，這或許與他們自小被家庭或社會灌輸負面的觀念，並與社會互動時有不快經歷

有關。在所有受訪者中，只有極小部分表示感覺正面（8人；5.6%），而當中6人屬定向型正面（見圖4.2），

代表他們清晰及滿意地接受種族身份。

我是本國人
38人

（26.8%）

我是香港人／
中國人

40人（28.2%)

我是本國＋
香港／中國人
42人（29.6%)

我不在乎
22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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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類別分布（共144人）

從表4.1所示，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階段與其出生地點和家庭背景相關。香港出世的青年會

較多處於定向型階段（正面＋負面）（38.3%對23.1%），當中更有5.9%表示感覺正面，而非本地出世的

則全是負面（p<.05）。另外，父母或再上一代是否在香港出世均有關係，特別是母親或母親的父母是在香港

出世的青年，他們會較多處於定向型階段（正面＋負面）（分別是71.4%對24.0%和62.5%對24.4%)

(p<.001）；而父親或父親的父母是在香港出世的青年，他們在定向型階段的比例反而較母親那邊小，甚至

可能會更大比例在迷失型階段，但在定向型階段而感覺正面的人也明顯較多（分別是7.1%對0.0%，p<.001

和11.1%對0.0%，p<.01）。

0 10 20 30 40 50

早閉型		正面

未定型		正面

定向型		正面

迷失型		正面

											負面

											負面

											負面

											負面

0

0

48	(33.3%)

48	(33.3%)

38	(26.4%)

2	(1.4%)

2	(1.4%)

6	(4.2%)

人數



28

	表4.1：種族身份認同階段與個人特徵的關係

迷失型
負面

（48人）

早閉型
負面

（48人）

早閉型
正面

（2人）

未定型
負面

（2人）

定向型
負面

（38人）

定向型
正面

（6人）

香港出世
(120人）*

是
(68人)

22	
(32.4%)

16	
(23.5%)

2	
(2.9%)

2	
(2.9%)

22	
(32.4%)

4
(5.9%)

否
(52人)

16	
(30.8%)

24	
(46.2%)

0 0
12	

(23.1%)
0

母親是
香港出世
(114人）***

是
(14人)

2
	(14.3%)

0
2	

(14.3%)
0

8	
(57.1%)

2	
(14.3%)

否
(100人)

36	
(36.0%)

40	
(40.0%)

0 0
24	

(24.0%)
0

父親是
香港出世
(112人）***

是
(28人)

16	
(57.1%)

4
(14.3%)

2
	(7.1%)

0
4

(14.3%)
2

	(7.1%)

否
(84人)

22	
(26.2%)

36	
(42.9%)

0 0
26	

(31.0%)
0

母親的父母
是香港出世
(106人）***

是
(16人)

4	
	(25.0%)

0
2

	(12.5%)
0

8	
(50.0%)

2
	(12.5%)

否
(90人)

28	
(31.1%)

40	
(44.4%)

0 0
22	

(24.4%)
0

父親的父母
是香港出世
(96人）**

是
(18人)

6	
(33.3%)

4	
(22.2%)

2
	(11.1%)

0
4	

(22.2%)
2	

(11.1%)

否
(78人)

26	
(33.3%)

32	
(41.0%)

0 0
20	

(25.6%)
0

註：1）Fisher’s	exact	test統計上呈顯著關係：***p	<	.001, **p	<	.01, *p	<	.05；2）在總數144人中，有個別受訪者回答不知道／不適用；
	 	3）其他個人特徵包括12至17歲的年齡、性別、本國種族和就讀學校類別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表4.2顯示了種族身份認同階段與各範疇的表現之關係，值得留意的是，即使青年對其種族身份感到

負面，但定向型階段的表現已能比早期階段（迷失型和早閉型）的好，可見如青年能跳出框框，主動去探索

及解決問題，在不同範疇中也會有較好的表現。在心理及行為建康方面，定向型負面的青年會有較好的心理

健康（效應值屬於小），以及較傾向去從事兼職工作（效應值屬於小）。人際關係上，他們與本國及其他少數

族裔香港青年的關係會較好，也會較常出席社交活動（全部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校園生活上，定向型

負面的青年會較主動與其他種族的同學討論功課（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也會與老師或社工談論事業計劃

(效應值屬於小），並擔任學會的領導角色（效應值屬於小）。學科表現及語言能力方面，定向型負面的青年對

整體學業的自我評價也會較迷失型負面的為高（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特別是STEM學科（效應值屬於中等

至大）、藝術相關學科（效應值屬於小）和資訊科技相關學科（效應值屬於小）。至於他們對於自己本國語言

的書寫水平（效應值屬於小）和說話水平（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也會顯得較有信心。然而，對個人種族

身份感到正面的青年，雖然普遍呈顯著差異的項目與種族身份認同階段都一樣，但有些項目中卻沒有

看到有顯著差異，包括心理健康、請教同學功課問題、與老師或社工談論事業計劃、整體學業成績、STEM

學科、藝術相關學科，以及本國語言的書寫水平。但同時，有些呈顯著差異的項目（全部效應值屬於中等

至大）在種族身份認同階段中是沒有的，包括網上欺凌其他人和參與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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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種族身份認同階段與各範疇的個別表現之關係

					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平均值相差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效應值屬於小（Eta-squared:	0.01	-	0.059	/	Cliff’s	delta:	0.147	-	0.329）

					平均值相差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Eta-squared:	≥0.060	/	Cliff’s	delta:	≥0.330）

量表分數
範圍
(分)

種族身份
認同階段
的差異

迷失型
負面的
平均數
(48人)

早閉型
負面的
平均數
(48人)

定向型
負面的
平均數
(38人)

種族身份
認同
正負面的
差異

負面的
平均數
(136人)

正面的
平均數
(8人)

心理及行為健康

心理健康 14-70 40.2 44.9 46.4

網上欺凌
其他人

1-5 1.8 3.0

從事兼職
工作

1-5 2.0 2.3 2.9 2.3 3.7

人際關係

與本國
青年

1-7 5.0 5.1 6.1 5.3 6.7

與其他
少數族裔
香港青年

1-7 4.8 5.0 5.9 5.1 6.3

出席社交
活動

1-5 2.7 3.4 3.5 3.1 4.3

校園生活

請教同學
功課問題

1-5 2.7 3.5 3.5

與其他
種族同學
討論功課

1-5 2.6 3.2 3.4 3.0 4.0

與老師或
社工談論
事業計劃

1-5 2.4 2.7 3.1

擔任學會
的領導
角色

1-5 2.3 2.7 2.9 2.6 4.0

參與課外
活動

1-5 3.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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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表現及語言能力

整體學業
成績

1-5 2.9 3.6 3.9

STEM
學科

1-5 2.9 3.5 3.5

藝術相關
學科

1-5 3.0 3.1 3.6

資訊科技
相關學科

1-5 2.9 3.0 3.4 3.1 4

本國語言
的書寫
水平

1-6 3.1 3.4 3.9

本國語言
的說話
水平

1-6 3.2 4.6 4.4 4.1 2.7

註：1）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差異是採用Kruskal-Wallis	 test，而種族身份認同正負面的差異則採用Mann-Whitney	 U	 test；2）心理健康的
14-70分是沃里克愛丁堡積極心理健康量表的14條問題的總和，平均總分越高代表越經常；3）平均數越高代表越同意／經常／良好；

	 4）因其他種族身份認同階段類別的人數太少，所以只分析迷失型負面、早閉型負面和定向型負面與各項目的關係；5）負面及正面均包括
四個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所有受訪者。

從表4.3中，我們看到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對政府共融政策及學校相關政策的觀感也會與其種族身份認同

階段相關。政府共融政策方面，處於定向型負面階段的青年會較認同政府能協助自己學習本國語言及了解本國

文化（兩者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另外，他們也較傾向認同政府能協助其享受社會平等、提升學校文化

敏感度，以及提升社會文化敏感度（全部效應值屬於小）。至於學校相關政策方面，處於定向型負面的階段的

青年會較認同學校有良好的文化敏感度，且能協助身心健康發展、學習本國語言、了解中國、本國和其他

種族的文化（全部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效應值屬於小的則有學校安排與華裔學生一樣的教材、協助提升學

習表現，以及鼓勵與不同種族背景的學生互動。然而，當中只有學校協助了解其他種族文化一項與種族身份

正負面有關（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可見有效的政府和學校政策有助他們進行較深入的種族身份探索，但對

正負面感覺沒太大關係，又或許主動和積極探索種族身份的青年會較感到政府及學校政策是有幫助的，但

若要令他們對個人種族身份感到正面，則需要提供比現時更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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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政府及學校相關政策與種族身份認同階段之關係

					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平均值相差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效應值屬於小（Eta-squared:	0.01	-	0.059	/	Cliff’s	delta:	0.147	-	0.329）

					平均值相差呈統計上的顯著差異（p<.05），效應值屬於中等至大（Eta-squared:	≥	0.060	/	Cliff’s	delta:	≥	0.330）

量表分

數範圍

(分)

種族身

份認同

階段的

差異

迷失型

負面的

平均數

(48人)

早閉型

負面的

平均數

(48人)

定向型

負面的

平均數

(38人)

種族身

份認同

正負面

的差異

負面的

平均數

(136人)

正面的

平均數

(8人)

政府共融政策

協助學習

本國語言

1-7

3.8 4.2 4.9

協助了解

本國文化
4.1 4.2 5.4

協助享受

社會平等
4.2 4.7 5.2

提升學校

文化敏感度
4.2 4.1 5.0

提升社會

文化敏感度
4.1 4.7 4.8

學校相關政策

良好的

文化敏感度

1-7

4.3 5.0 5.6

協助身心

健康發展
4.5 5.0 5.5

協助學習

本國語言
4.0 4.7 5.3

協助了解

中國文化
4.5 5.0 5.5

協助了解

本國文化
4.0 4.6 5.6

協助了解其他

種族文化
4.1 4.8 5.3 4.7 6.0

學習與華裔

學生一樣的教材
4.4 4.6 5.3

協助提升

學習表現
4.7 5.0 5.6

鼓勵與不同種族

背景的學生互動
4.6 5.2 5.3

註：1）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差異是採用Kruskal-Wallis	 test，而種族身份認同正負面的差異則採用Mann-Whitney	 U	 test；2）平均數越高
代表越同意；3）因其他種族身份認同階段類別的人數太少，所以只分析迷失型負面、早閉型負面和定向型負面與各項目的關係；4）負面
及正面均包括四個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所有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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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25個深入訪談的內容，我們分類及整合了相關結果。表4.4列出了在不同範疇下，接受訪談的弱勢少數

族裔香港青年或受訪者曾接觸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所面對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問題，這些問題在不同

程度都會令到他們不進行探索或只有低程度的探索（迷失型或早閉型），或令到探索期變得很漫長（未定型），

遲遲未確定／清晰自己的種族身份（未到達定向型）。即使最後能達到定向型，過程也困難重重，且對個人

種族身份感到負面，但只能無奈地接受。

表4.4：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不同範疇下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情況

融入家庭及社會

1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與傳統家庭存在衝突，令到他們感到自我種族身份模稜兩可。例如部分受訪者
反映：

•	 自小就穿着本地華裔服飾，但明顯與親戚格格不入，也換來家族中不少批評
•	 家人認為女性不用太高學歷，但本地社會是鼓吹升學，他們會對選擇按家人期望或本地

社會期望去發展感到迷惘
•	 即使他們在港結識了異性，也不會與之長久發展，原因是他們有一天要回本國結婚，這是

家族的安排

2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父母自我孤立，與華人及其他種族疏離，青年在家庭及社會中的身份混亂。
例如部分受訪者反映：

•	 父母在港居住了超過20年，華裔朋友寥寥無幾，完全不懂廣東話，不認識本地文化，在家
大多數用本國語言與子女溝通

•	 一方面，父母未能教授本地文化；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太懂得如何傳承本國文化，最多能讓
子女認識本國的語言及食物文化

•	 本國種族在社區的凝聚力太強，反阻礙了他們融入華裔族群的需要，加上宗教原因，更難令
他們開放自我

•	 家人自小沒有為他們取一個中文名字，影響自我或別人眼中的香港人身份認同感
•	 父母對香港的學校認識不多，資訊亦不足夠，同時擔心其他宗教的學校會影響子女，故會為

他們報讀非華人為主的學校

3 華人的異常目光與對待，令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感到被看成「非我族類」。例如部分受訪者反映：
•	 有些觀念、行為和服飾與華人不同，他們不明白這些文化差異，感到十分困惑，難以適應
•	 被華人異性報以奇怪的目光及反應，大惑不解，感到挫敗
•	 曾被華人同學排擠，甚至遭受欺凌
•	 被華人誤以為不懂中文，當着他們面前說其壞話
•	 媒體有時會令到大衆對弱勢少數族裔產生負面的印象，例如電視劇、電影、新聞報道等，

有時一個負面的報道已蓋過十個正面的報道

4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自我審查及自我排斥，自認是不同群體的人，缺乏存在感。例如部分受訪者
反映：

•	 認為社區／學校活動沒有寫明是為少數族裔而設的，他們是不會參加的，原因是害怕
會給別人添麻煩，例如語言及規則上都要遷就他們

5 如要融入華裔群體，就需自己主動尋找方法，否則難以感到香港是自己的家。例如部分受訪者反映：
•	 透過足球會較容易進入華裔圈子，然後藉着與他們交流，慢慢學習日常中文會話，建立

信心。可是，假若有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不投其所好，不強迫自己去踢足球，則未必能
融入華裔圈子

•	 把香港視為自己的家，其中一個原因是這裏有一起長大的朋友，但未必每個弱勢少數族裔
香港青年都能融入華裔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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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學習及生活

6 學校文化敏感度低，中文教育不足，影響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身份認同發展。例如部分受訪者

反映：

•	 他們以往讀書時，學校會把華裔與少數族裔分隔，好像會讓華裔學生先放學、華裔學生

的課室位於高樓層等，令他們感到困惑與難受

•	 有時因宗教問題影響了他們上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的時間，但老師不會去理解，也沒有任何

特別安排去配合，不但會失去參與活動的機會，也會因被責備而感到為難

•	 教導的中文程度未能配合他們日常的需要，中文水平不足更成為升學的障礙

•	 他們學習的第一及第二語言都不是中文，有很多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長大後也不懂中文

7 被華裔同學欺負及排擠，影響學習進度和融入華裔群體的信心。例如部分受訪者反映：

•	 他們在學校被欺負及排擠，令他們對學校缺乏投入感，也害怕請教同學有關功課上的問題，

家人亦不懂解答其功課問題

經濟問題

8 香港的教育開支太大或經濟需要，影響融入學校生活。例如部分受訪者反映：

•	 香港的教育開支昂貴，曾有段時期回本國讀書，但因治安問題而選擇回港繼續學業

•	 因宗教理由，父母認為生養眾多是一種祝福，所以會生很多孩子，但他們對本地的就學資訊

貧乏，經濟又拮据，很難為子女安排適合的成長環境

•	 因經濟需要和家人催迫下，他們要儘早工作賺錢，而某些工作（如一些餐廳或快餐店)

需要外籍員工，並要求流利的英語，他們要獲得一份基層的工作並不難。在需要及機會的

雙重驅使下，他們很早就停止學業

事業發展問題

9 傳統上工作是由家族成員介紹，加上中文水平較差，限制了他們的事業發展範圍，形成一個封閉的

職業圈。例如部分受訪者反映：

•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都不太着重自己的事業計劃，不會為自己的履歷及早累積經驗，例如

他們會為了一份侍應的暑期工作而放棄在大機構實習的機會。這或許與家庭長期灌輸的觀念

有關，或因經濟需要。而他們的工作通常是家人或親戚介紹，假如他們的圈子封閉，則會

限制了工種的選擇

•	 現時大部分公司的華人員工比例較多（包括公務員職位），它們對中文能力有一定要求，這

無疑會成為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求職障礙。即使他們有意尋找華人較多的公司，也未必有

機會被取錄，結果唯有去少數族裔較多的公司工作，最後無法融入華人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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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沒有用量表去評估接受訪談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階段，但部分受訪者明顯表現出

定向型正面中某些應有的特質，例如非常肯定自己的種族身份，並感到引以為傲、自我感覺良好、認為香港

是自己的家，以及有為香港社會及少數族裔作出貢獻的意欲等。他們亦分享了較年輕時的遭遇，並進行

種族身份探索的歷程。這些經歷均有助我們了解支援弱勢少數族裔的方法。綜合能驅使他們作出探索且成功對

種族身份感到肯定的元素，實與先天與後天兩者有關，大致如下：

•	 性格相關的元素：如他們自小的個性較為主動積極、大膽、不害羞等

•	 家庭元素：如家人能教導本國文化及語言、會安排入讀主流學校、家人會鼓勵他們投入社會活動、

自小有家人陪伴參加義工等

•	 學校元素：如遇到關心自己的老師和同學，願意犧牲課餘時間教導中文、學校鼓勵他們參加各類

活動和比賽等

•	 社會元素：如附近有華裔青年聚集的地方，並讓他們有參與的機會、有與華裔青年接觸及建立長久

關係的機會等

•	 學習中文的動力：如他們會透過觀看電視劇和電影自學廣東話、主動結識華裔朋友，從溝通中慢慢

學會廣東話等

當然，上述有助發展定向型的元素不是每個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都可擁有，大部分仍需面對像表4.4

所列舉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問題。因此，在本研究的政策建議部分會為他們創造有利發展種族身份認同的

條件，以及減低問題所產生的阻力，這是非常重要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清晰／確定個人種族身份

之後，他們也會更有自信去實踐理想，這些理想不限於個人層面的，也會擴闊至整個香港社會與少數族裔的

利益，例如希望以身作則，改變社會對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負面標籤，當越來越多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各領域

都有所表現及貢獻時，共融社會也會發展得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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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論
有探索比沒有探索的理想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處於不同種族身份認同階段也會呈現不同的狀態（見圖5.1）。曾進行深入探索並已

完成的青年（定向型），普遍在心理健康、人際關係和學校生活也會比從未進行過探索／只進行過低程度的

探索好。因此，我們如何協助處於迷失型或早閉型階段的青年去開展探索的旅程則顯得尤其重要。

圖5.1：不同種族身份認同發展階段的狀態

進行深入
的探索
（未定型）

雖有主動與積極的態度，但將來有機會放棄探索而掉回迷失型／早閉型。要

確保能完成探索而到達定向型階段，須加以跟進及適時提供支援

定向型
更主動積極投入社會與學校生活，甚至擔任領導角色，對學科及語言表現得

更有信心。對種族身份感覺良好的青年，更會積極協助他人學習，且參與

課外活動

迷失型
／
早閉型

•	心理健康較差：較

難放鬆、自我感覺較

差、對其他人較少興

趣等

•	人際關係較差：與不

同種族青年的關係較

差、較少出席社交活

動

•	學校生活較為被動，

例如較少與老師／

			社工或同學溝通

•	學科表現及語言能力

的表現較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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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種族身份也不代表感受正面

雖然種族身份認同的目標是青年只要確認任何一個種族身份則可，但我們發現對種族身份感到正面的青年

不多，即使是處於定向型階段的青年也持負面感受居多，這或許與他們在早期已內化了主流與少數族裔之間

的負面評價或其父母不以自己的種族為傲有關104，加上他們在探索的過程中，雖然會越來越肯定自己的

種族身份，但周圍的負面環境（如歧視、不公平、標籤等）沒有改變，即使他們更有能力去應對困難，也更

能包容不同種族，但仍會因自己是少數族裔的身份（可能覺得在社會上較次一等／被稱為「少數」）而感到

不開心，在無法選擇／改變的情況下，只能無奈地接受其種族身份。隨着與不同社會及家庭成員互動產生的

偏見及傷害之累積，有機會出現自我羞辱化（self-stigmatisation）的現象105，並帶來更多負面的感受，

影響自信心與價值，亦會引致「小眾化文化」，漸漸遠離主流社會。

因此，有受訪者曾提議不再用「少數族裔」一詞。事實上，數年前社會已有聲音指出「少數族裔」予人地位

較低，不是主流群體的感覺，並提出用「非華裔」、「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人士」或「多種族社群」來

取代，儘量用一個大眾較為接受和貼切，亦令人更容易明白的名字來稱呼他們106。現時問卷受訪者有多於一半

表示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如果有更多青年開展探索的話（特別是表示不在乎的），有機會自認是香港人／

中國人的青年的數量會增加，或許我們找一個更能強調他們是香港人身份的稱呼會更有助社會共融107，並

增加他們對自我種族的正面感覺，令他們為本國種族感到自豪，同時也以香港人身份為傲。下文將詳細分析

影響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構建種族身份的元素。

語言不通是探索的無形障礙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要融入社會，中文能力是主要障礙之一108。中文能力欠佳會形成巨大的心理障礙，令

他們沒有信心去探索華人社會，害怕參加學校及社區活動，也很難建立華人社交圈子，從而深入去了解

華裔與本國的文化及歷史，無從有效地探索種族身份。即使很想去探索，但礙於語言不通，最終失敗／放棄

的機會也大很多。當然，有些天生外向的，他們會主動地結識華裔朋友，在與他們相處中，慢慢學習中文，

但單靠個人的主動性，對於希望大部分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能建構種族身份認同來說，是不太理想的。

104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2),	
34-49.

105	 Gomez,	J.	M.	(2018).	What’s	the	Harm?	Internalized	Prejudice	and	Cultural	Betrayal	Trauma	in	Ethnic	Minori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DOI:	http://dx.doi.org/10.1037/ort0000367.	

106	 Kapai,	P.,	Singh,	G.	(2018).	#Hongkonger	253	Ethnic	Minority	Youth	Aspirations	Challenges	Identity.	Hong	Kong:	The	Zubin	
Mahtani	Gidumal	Foundation	Limited.	Retrieved	from	https://fec852e0-797f-4982-8bed-d091603e2956.filesusr.com/ugd/
da2d17_15ec7967235d4fe69ffe5ae78dc8dc5b.pdf

107	 Kapai,	P.,	Singh,	G.	(2018).	#Hongkonger	253	Ethnic	Minority	Youth	Aspirations	Challenges	Identity.	Hong	Kong:	The	Zubin	
Mahtani	Gidumal	Foundation	Limited.	Retrieved	from	https://fec852e0-797f-4982-8bed-d091603e2956.filesusr.com/ugd/
da2d17_15ec7967235d4fe69ffe5ae78dc8dc5b.pdf

108	 有研究的受訪僱主指出聘用少數族裔人士最大的障礙是中文能力。（平等機會委員會（2020年6月）。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
的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中小企個
別員工若不懂中文，人手調動有限制。所以，就算「沙紙」在手，少數族裔仍會因為語言障礙而較難獲得中小企青睞；或者滿足他們理
想工種的語言需求。（立場新聞（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一）談少數族裔教育。
取自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http://dx.doi.org/10.1037/ort0000367
https://fec852e0-797f-4982-8bed-d091603e2956.filesusr.com/ugd/da2d17_15ec7967235d4fe69ffe5ae78dc8dc5b.pdf
https://fec852e0-797f-4982-8bed-d091603e2956.filesusr.com/ugd/da2d17_15ec7967235d4fe69ffe5ae78dc8dc5b.pdf
https://fec852e0-797f-4982-8bed-d091603e2956.filesusr.com/ugd/da2d17_15ec7967235d4fe69ffe5ae78dc8dc5b.pdf
https://fec852e0-797f-4982-8bed-d091603e2956.filesusr.com/ugd/da2d17_15ec7967235d4fe69ffe5ae78dc8dc5b.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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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校提供的中文教育普遍未能適切地配合他們的需要。現時教育局只着重平等原則，為少數族裔編制

程度較淺的中文課程109，確保他們與華裔學生同樣獲得修讀中文及升學的機會，但卻忽略了公平原則110，

沒有考慮如何支援他們去達到一定的中文水平111。再者，其他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教育制度的問題，例如

課程和教材適切度均不夠、老師的教學技巧不適切、考核標準一刀切等，限制了他們學習中文。平等機會

委員會建議教育局推行小一至小六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完整整套中文學習課程，教育局初步已接納，目前

需要時間執行112。雖然中文課程的程度較淺，但會出現兩極的情況，有些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會覺得太淺，有些

卻覺得太深113，出現這情況的原因可能是他們接觸中文的機會差異太大。有部分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在入讀幼稚園前可以從未接觸中文，到小學階段才正式學習中文。

有受訪青年表示他們是自學廣東話的，主要學習途徑只有電視劇及電影。對於大部分少數族裔學生而言，

要同時學習廣東話、普通話和繁體中文，理解課程內包含的中國文化和風俗習慣等元素，挑戰甚大，再加上

大部分科目均以廣東話授課，在口語及書寫方面都牽涉不同詞彙，可想像少數族裔學生的學習過程是何等

艱辛。因此，他們不但錯過了學習語言的黃金時間（即0至6歲幼兒期），更缺乏適當的語文學習環境114。

中文能力欠佳對於身份認同可說是一個無盡的惡性循環：他們心裏會害怕主動溝通，即使勇於踏出一步，也

難以有效地互動，這樣只會令他們被迫困在種族身份認同的迷失階段，或成為探索階段的重大阻礙。為及早

提供適當的中文教育，有機構促請教育局考慮要求幼稚園為中文水平低的少數族裔兒童開設預備班，又建議

局方在幼稚園及小學階段，收集新生的資料包括母語、原區地、宗教等，指這些資料有助於編班，可因應

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適當支援115。在課室以外，有機構為非華語幼稚園生提供中文增潤課程，並設網上平台

讓公眾下載教學資源，積極回應他們中文學習困難的問題116。

109	 有研究報告指出目前主流中文課程內容對少數族裔學生來說太難。（平等機會委員會（2020年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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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infographic_20200115_e1.pdf）；
目前其他的中文課程大多被認為對香港的少數族裔學生並不實用。所謂「其他的中文課程」，指的是可供少數族裔修讀的「非以香港中學
文憑試中文科」為目標的中文科課程，例如GCSE、GCE(AL)等，而這些考試的水平，實際上與主流的中文水平相去甚遠。沒有完善的
「中文作為第二語言課程」以合適的教授方法幫助少數族裔青年銜接至主流中文水平，導致有許多本地少數族裔花上中、小學共十二年的
時間，只為準備一個理應只花兩年準備的GCSE中文考試。雖然這張證書可以作為升讀大學的替代考試入場券，但GCSE所培養的中文
水平，實質只有主流小一、二的中文程度，根本不足以應付他們將來的就業需要，更遑論融入主流社會。（立場新聞（2020年6月29日）。
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一）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
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110	 事實上，平等機會委員會就少數族裔的教育問題曾發表兩份報告，一份是2011年以「人人有書讀」為題，另一份是2019年以「人人學得
好」為題，可見相關教育重點已由平等原則轉移至公平原則。（平等機會檔案（2019年10月）。人人學得好	─	讓少數族裔享有平等教
育機會。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111	 有研究指出少數族裔學生表示即使他的整體成績達至優越，但他仍不懂如何寫一句完整的中文句子。（平等機會委員會（2020年6月）。
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的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
infographic.pdf）；香港中學文憑試開始至今，每年一千二百多位少數族裔考生，只得寥寥二十幾位同學考獲中文科大學聯招的最低
要求。（立場新聞（2020年11月24日）。【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取自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
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

112	 香港01（2022年8月8日）。少數族裔人士參加家居維修班	義務助長者維修	推動社會共融。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801647/
少數族裔人士參加家居維修班-義務助長者維修-推動社會共融

113	 印度裔社工Jeffrey	Andrews切身感受在主流學校學中文之難，多年來政策鮮有寸進，基層融入主流社會依然困難。（香港01（2020年7月
15日）。民主派初選│印裔社工connect港人	民主民生路線難吸少數族裔支持。取自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97997）

114	 平等機會檔案（2019年10月）。人人學得好	─	讓少數族裔享有平等教育機會。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
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115	 香港01（2021年12月14日）。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	 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
新聞/712289/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

116	 樂施會於2020年與「社創基金」攜手推出全港首個「按效益付費」項目，為非華語幼稚園生提供中文增潤課程，並設網上平台讓公眾
下載教學資源。據樂施會指，項目開展至今共支援了逾1,200名非華語學生及170名教師，當中「種子學校」（由計劃的顧問老師直接到校
授課）的非華語學生，在中文字發音的評估分數顯著提升約3倍，而在聯想字的評估分數方面，也進步了超過4倍。（香港01（2022年7月
30日）。全港首個「按效益付費」課程　支援逾1,200名非華裔幼園生學中文。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98385/全港
首個-按效益付費-課程-支援逾1-200名非華裔幼園生學中文）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infographic_20200115_e1.pdf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801647/少數族裔人士參加家居維修班-義務助長者維修-推動社會共融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801647/少數族裔人士參加家居維修班-義務助長者維修-推動社會共融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97997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thingswedo/chn/twdpwm0110.pdf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12289/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12289/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98385/全港首個-按效益付費-課程-支援逾1-200名非華裔幼園生學中文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98385/全港首個-按效益付費-課程-支援逾1-200名非華裔幼園生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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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未能做到第一支援者的角色

家庭是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出世後第一個支援的單位，但未能有效教授香港文化，甚至傳承本國文化，

也不會幫助他們去探索社區，融入主流文化。由於他們的家庭並非用中文作為母語或第一語言，故家庭環境

缺乏讓他們學習中文的基礎117。可是，他們也不太適應本國文化，以致其種族身份出現尷尬的情況。特別是

土生土長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他們自小就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模仿華人的衣着、思想與行為，但他們

會與傳統的親戚相處，形成種族身份上的文化與價值衝擊。雖然他們對於種族身份的概念模糊，但家庭卻沒有

能力去處理。另一邊廂，他們天生的外貌不像華人，即使內在像華人，也少不免受到華人奇怪的對待，逐漸

會形成自我審查及自我排斥的思想，也不利於他們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

家長本身處於一個自我孤立狀態118，只與本國種族的人聯繫，融入華裔社群的意識極低，不但無助子女融入

香港社會，更有機會是一大阻礙。受訪青年及組織透露部分家長會擔心假若子女在主流學校接受教育，會

失去本國的宗教及身份認同，所以他們會拒絕子女入讀該類學校119。可是，如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只能

就讀少數族裔為主流的學校，他們很難結識華裔朋友，其獲所在社會接納的主觀感受亦較低120，間接影響

其被主流社會接納的機會121。另外，基於家族傳統，部分父母會要求女兒長大後回本國出嫁，或不期望女兒

獲太高學歷或外出工作。當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面對較為自我孤立的家長，他們在探索種族身份上會受到

極大限制。

事實上，本研究結果顯示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上一代或上兩代是在香港出世的話，與他們建構種族身份

認同且有良好感覺也有明顯的關係，這可能是他們較能傳授本地語言及文化，以及較傾向鼓勵子女去接觸

社區等有關。相對傳統非本地出世的家長，他們更能以身作則，積極融入社會，即使自己未能有效融入，

但為着子女的好處，也希望下一代可以在香港有比自己更美好的發展。

117	 參考統計處的報告，在5歲及以上的少數族裔人士中，有45.6%報稱英語為他們在家中最慣用的交談語言，其次是廣州話（30.3%）、
菲律賓語（4.4%）、印尼語（3.1%）、普通話（1.3%）、日語（1.3%）及其他中國方言（非廣州話及普通話）（0.3%）。相反，	94.0%的
5歲及以上華裔人士在家中最慣用廣州話，其次是其他中國方言（非廣州話及普通話）（3.4%）、普通話（1.9%）及英語（0.7%）。可見，
少數族裔青年甚少在家中運用香港及本國的語言。（政府統計處（2016）。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
香港。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如只看南亞裔貧窮人口，逾三成印度人在家中最
常用印地語（31.3%），亦有21.3%使用旁遮普語，有22.3%用英語，而華語則較少（7.8%）。巴基斯坦人慣用華語或英語的比例更少
(合共僅9.2%），他們主要以烏爾都語（85.7%）在家中溝通。尼泊爾人的慣用語言亦相當單一，近九成人（87.8%）說尼泊爾語。相對
貧窮人口而言，整體南亞裔人口當中有較高比例以英語為慣用語（22.4%），而華語的比例則十分低。（政府統計處（2018年2月）。2016年
香港少數族裔人士貧窮情況報告。取自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
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118	 「政策二十一」及香港大學公布的研究顯示，有不少受訪者表示並不知道少數族裔人士中心提供的服務，語言障礙、認知度偏低是兩大
主要原因，加上很多少數族裔人士沒有使用公共服務的意識，更不會主動了解加深認識。（香港01（2021年12月24日）。大香港主義下的
種族歧視：無處不在，無法想像，無可奈何。取自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709595/大香港主義下的種族歧視-無處不在-無
法想像-無可奈何）

119	 政府於2019/20學年起，為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提供資助，鼓勵本地幼稚園招收少數族裔學生，但有機構進行相關調查，
在受訪幼稚園中，107間有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有46間沒有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有3間幼稚園表明不會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沒有取錄
的原因，67.4%是因為沒有收到他們的報名，10.9%是因為少數族裔家庭回絕了校方提供的學位。（香港01（2022年6月29日）。研究指
3間受訪幼稚園不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	最大困難人手不足。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84911/研究指3間受訪幼稚園不
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最大困難人手不足）

120	 香港融樂會（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	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121	 立場新聞（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一）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www.
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pdf/Hong%20Kong%20Poverty%20Situation%20Report%20on%20Ethnic%20Minorities%202016_chi.pdf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709595/大香港主義下的種族歧視-無處不在-無法想像-無可奈何
https://www.hk01.com/深度報道/709595/大香港主義下的種族歧視-無處不在-無法想像-無可奈何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84911/研究指3間受訪幼稚園不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最大困難人手不足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84911/研究指3間受訪幼稚園不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最大困難人手不足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談少數族裔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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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支援不足	文化敏感度亦不高

即使家長願意安排子女在幼稚園時已入讀主流學校，也不是容易的事，因幼稚園如要取錄少數族裔學生，

需面對不少挑戰122，令部分幼稚園卻步。教育局在其小一派位的表格內，亦有誤導少數族裔家長之嫌。這

張表格提供了「不能以中文作為學習媒介」的選項，讓「擔心子女無法以中文學習其他學科」的父母選擇。

不過，該選項其實提供的是「傳統上取錄較多非華語學生」的八間小學，而非提供「以英文為主要教學語言」

的學校。實際上，這八間小學的少數族裔集中率都非常之高123。此外，教學支援及資源是招收少數族裔

學生的重要因素，如幼稚園本身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則更難為少數族裔學生及家長提供額外支援。現時

已有團體建議政府可對少數族裔學生較少的幼稚園按需要提供額外協助，特別是對目前沒有少數族裔學生的

幼稚園，讓它們了解新的資助機會，另政府可作領導角色，建立少數族裔教育工作組，邀請幼教、非政府

機構、社會服務及商業機構代表討論支援策略，協助建立支援網絡，令幼稚園及相關學生都得到適切支援124。

即使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主流學校就讀，也難以融入主流教育。受訪組織表示大部分主流學校都欠缺照顧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學習需要的支援125及配合他們宗教與傳統的學校生活支援126，加上青年及其家長均需特別

的資訊及援助127，結果家長最後只能選擇其他學校，有礙共融的發展。再者，提升政府部門的文化敏感度

是好事，但是學校工作人員的文化敏感度仍然偏低128，加上部分華裔家長或會對學校施加壓力，例如分開

華裔與少數族裔學生授課與其他安排等129，校園內的種族共融情況實在不如理想。文化敏感度偏低的問題

也可見於學校的生涯規劃教育上，現時許多生涯規劃的資源都以中文寫成，不諳中文的少數族裔師生無法

使用，例如於15/16學年起推出的「多元文化夢飛翔計劃資源套」，到完結時都僅有中文版本（連英文版本也

欠奉），坊間有許多發展得相當成熟的生涯規劃平台亦有同樣問題130。

122	 只要在報讀幼稚園時無法以中文面試或父母不諳中文，獲取錄至主流幼稚園的困難就加倍。（香港融樂會（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
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	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
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123	 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	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
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124	 香港01（2022年6月29日）。研究指3間受訪幼稚園不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	最大困難人手不足。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
新聞/784911/研究指3間受訪幼稚園不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最大困難人手不足

125	 有研究報告指出學校在聘請擁有合適技能的中文老師去教授少數族裔學生上感到困難，而學校亦缺乏相關資源。超過九成受訪校長與老師
認為需增加資助、提供相關教學材料、加強相關專業培訓及其認受性、實施對學校與少數族裔家長溝通與文化融合的評估機制等。（平等
機會委員會（2020年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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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取自https://www.eoc.org.
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infographic_20200115_e1.pdf）；過去四年（至2020年），只得二十四位老師獲頒授「教授中文作為
第二語言」的碩士頭銜。（立場新聞（2020年11月24日）。【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取自https://www.thestandnews.
com/politics/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

126	 受訪青年表示因其宗教及傳統的背景，他們需要特別的上學時間及食物，但不是每間學校都能配合，實際沒有做到共融。
127	 有研究的受訪少數族裔青年表示沒有人可以幫助他解答生涯規劃上的問題，他的父母沒有受過正規教育，更加幫不到他。另有少數族裔

青年的父母說他們不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只能靠自己上網搜尋資料。（平等機會委員會（2020年6月）。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
路徑的研究。香港：香港浸會大學。取自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128	 有報章報道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校長及一名高級教師，被指控禁止穆斯林學生在校園戴頭巾，更提到教職員對學生說出涉及帶有
歧視成份字眼。（香港01（2021年6月10日）。穆斯林助教揭小學禁學生戴頭巾：有資深教師稱會引起性侵犯意欲。取自https://www.
hk01.com/社區專題/636053/穆斯林助教揭小學禁學生戴頭巾-有資深教師稱會引起性侵犯意欲）；我們訪問的少數族裔青年曾多次和
老師解釋其信仰或會造成不便，但老師都不理會及責備他們，更指責他們為了不想參與課外活動而找藉口。

129	 有組織訪問校長時指出有華人家長不願意自己的子女與少數族裔學童同班，令學校被迫將少數族裔學生編入下午時節的課堂，形成了種族
隔離的問題。（香港01（2018年5月7日）。少數族裔生受盡歧視	華人家長不滿子女要同班	迫學校種族隔離。取自https://www.hk01.
com/社會新聞/185746/少數族裔生受盡歧視-華人家長不滿子女要同班-迫學校種族隔離）

130	 香港融樂會（2020年7月7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二）談少數族裔就業。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84911/研究指3間受訪幼稚園不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最大困難人手不足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784911/研究指3間受訪幼稚園不考慮取錄少數族裔學生-最大困難人手不足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infographic_20200115_e1.pdf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infographic_20200115_e1.pdf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施政報告前夕-少數族裔教師的政策困難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200619_infographic.pdf
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636053/穆斯林助教揭小學禁學生戴頭巾-有資深教師稱會引起性侵犯意欲
https://www.hk01.com/社區專題/636053/穆斯林助教揭小學禁學生戴頭巾-有資深教師稱會引起性侵犯意欲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85746/少數族裔生受盡歧視-華人家長不滿子女要同班-迫學校種族隔離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85746/少數族裔生受盡歧視-華人家長不滿子女要同班-迫學校種族隔離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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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與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之間的隔閡

有受訪者指出學校及社區舉辦的活動大多數只以中文作宣傳及用中文進行，變相也令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減少參與課外活動及社區活動的機會。然而，社區普遍的文化敏感度或會比學校更低，原因是學校始終要

顧及少數族裔學生的需要，但社會各界在舉辦活動時，大多不會刻意去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有特別安排（儘管

這些活動歡迎公眾參與，包括少數族裔香港人士，但他們在語言及安排上或需特別照顧，即使不需要特別

安排，他們心理上也會覺得自己不受歡迎，或害怕影響別人而不去參與）。因此，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如要

參與社區活動，主要都是靠一些專門提供服務給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在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有限度地支援他們在港的生活及發展，加上假如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成長於自我孤立的家庭，自小

不習慣參與社區活動，這種「怕麻煩別人」的心態會更嚴重，到最後可能會與社會脫節，連專為少數族裔

香港人士而設的活動也不去關心，也沒有參與的動力。

當然，建構種族身份認同是一個雙向及互動的過程，與華人相處時有不愉快經驗，也會影響種族身份認同的

發展。部分受訪者曾遭受別人的排斥，甚至欺凌，這些經驗一定會令他們在融入華裔社群時有所卻步。即使

有時無意間的小動作或說話，也會使到他們覺得自己是異類。這現象有時甚至出現於老師，例如有少數族裔

反映在文憑試成績未公布之前，老師只向他們推介基礎課程文憑、副學士、高級文憑等課程，而取錄條件

較高的學士課程，則半句未提，令他們覺得校方對他們的期望較低131。當他們感到被歧視或邊緣化時，信任

的關係因而未能建立，降低他們參與社區活動的動機132。而缺乏社區華人社群的支持會影響他們建立良好的

精神健康133，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再者，媒體加深了對少數族裔香港人士負面的標籤，有受訪者期望越來越多成功的例子，讓社會知道他們

同樣是為香港作出貢獻的香港人，從而改變社會的負面標籤，但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無論是歧視問題的

確存在，抑或只是他們主觀地覺得被歧視，這種負面的經驗都需要處理134，才可促進共融的發展。雖然社會上

有建議政府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和在學校和社區開展交流活動等，但這只說對了問題，卻答不中答案，要使

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真正感受到被接納，不是一兩次刻意安排的交流可以促成，而共融亦不只是測試有多

認識對方文化，卻是關乎是否有足夠機會在日常中相處，並盼從政策上打破隔絕少數族裔與華裔的藩籬135。

131	 香港融樂會（2020年7月7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二）談少數族裔就業。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132	 曾有研究指出少數族裔人士說他們不使用公共服務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以前使用公共服務時曾有不愉快經驗，或是聽到其他少數族裔
人士說他們使用公共服務的不愉快經驗。（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及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2018年3月）。少數族裔人士對主要
公共服務的認知和滿意程度研究。取自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A%20Study%20on%20EMs’%20Awareness%20
and%20Satisfaction%20towards%20Selected%20Public%20Services%20-%20Report.pdf）

133	 研究指出地區華人社群的支持，能有效地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精神健康。（Arat,	G.,	Jordan,	L.	P.,	Wong	W.	C.	P.	(2019).	Exploring	
the	culturally	specific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in	South	Asian	minor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doi:	10.1080/13691457.2019.1605978）

134	 有機構表示少數族裔學生可能面對額外的挑戰，例如文化障礙、校園遇到的困難、隔離、敵意和欺凌等，促請校內社工應積極支援少數
族裔學童的個人、社會和情感發展，而學校社工在少數族裔學生中的角色和責任，亦需給予清晰界定，向他們提供文化意識、敏感度和
應對能力培訓。（香港01（2021年12月14日）。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	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取自https://www.
hk01.com/	18區新聞/712289/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

135	 香港融樂會（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	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A%20Study%20on%20EMs’%20Awareness%20and%20Satisfaction%20towards%20Selected%20Public%20Services%20-%20Report.pdf
https://www.povertyrelief.gov.hk/chi/pdf/A%20Study%20on%20EMs’%20Awareness%20and%20Satisfaction%20towards%20Selected%20Public%20Services%20-%20Report.pdf
https://www.hk01.com/ 18區新聞/712289/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
https://www.hk01.com/ 18區新聞/712289/融樂會公布語言教育政策研究報告-促教育局為少數族裔開設預備班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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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確很想貢獻香港，同時想以身作則，鼓勵其他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港追夢，但

過程卻很艱難，例如有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慨嘆入職消防員很困難136。事實上，有部分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從未

獲得任何就職輔導或培訓，實習的機會就更加少137。有組織建議應提供前路培訓，了解少數族裔學生的職業

志向，及早按他們的未來志向作出相應建議，而非囿於固有印象，只安排其選讀或與其文化和語言背景

相關的職業，終歸他們不會通通都想成為烏爾都語翻譯，也有一些青年想成為一個足球教練138。為及早

讓他們了解主流職場文化，有非政府組織推展「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聘請了46名少數族裔

服務大使在服務單位支援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它們表示這46名獲聘的大使以剛畢業的年輕人為主，近六成

懂說中文，但僅兩成多懂寫中文，因為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加上工作經驗尚淺，大使工作時難免感到孤單139，

這其實就是普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職場情況的縮影。他們在大部分崗位上想貢獻社會，實在不容易，

近年才有首位印度裔青年以行動表明想參選立法會140和少數能代表香港足球隊出戰亞洲盃外圍賽的少數

族裔香港青年141。為令到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更容易融入社會，有少數族裔香港人士自發性地組織活動142

及行多一步去方便他們融入143，藉着每位有心人一點一滴的努力，累積起來成為龐大的力量，去改變弱勢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命運。假如不增加他們貢獻社會的機會，他們無從在貢獻社會的過程中去探索其種族

身份，也有可能會因被拒絕而懷疑香港人的身份，甚至對種族身份產生負面的感受，例如因被主流社會拒諸

門外而嫌棄本國人的身份，或不喜歡香港人而不想有香港人的身份等。

136	 巴基斯坦裔青年簡默聰稱現時（2019年）消防處編制中逾一萬人，但1997年之後入職消防員的少數族裔人士僅數人，與香港逾730萬人口
比例中少數族裔佔3%有明顯落差。簡默聰亦希望為族人開啟新的職業路向，「少數族裔年青人越來越多做到，就會越來越多人嘗試，
下一代會望住你，你着住制服，你啟發佢，跟住你去追夢想。」（香港01（2019年2月8日）。【種族共融】遇車禍險死頓悟人生	巴裔青年
盼穿黃色戰衣救人。取自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69/種族共融-遇車禍險死頓悟人生-巴裔青年盼穿黃色戰衣救人）

137	 172名問卷受訪者中，有68%受訪者從未獲得任何就職輔導或培訓，曾參與實習的只有5.2%。（嶺南大學（2018）。「香港少數族裔青年
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138	 香港融樂會（2020年6月29日）。研究平機會的《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教育和就業路徑研究》—	談少數族裔教育。取自https://unison.
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139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1年10月13日）。多元共融。取自https://www.hkcss.org.hk/多元共融/
140	 香港01（2020年7月15日）。民主派初選│印裔社工connect港人	民主民生路線難吸少數族裔支持。取自https://www.hk01.com/sns/

article/497997
141	 簡嘉亨（巴基斯坦籍）於2018年終以亞洲外援身份加盟愉園足球隊。一年後，簡嘉亨正式獲得特區護照，但因當時未滿21歲，這個

「香港人」身份需要簡爸爸放棄巴基斯坦籍才換來，「簡嘉亨」這個中文名也是在這時改的。以21歲之齡首次入選港隊並出戰亞洲盃
外圍賽，他說：「知道消息後立刻打給媽媽，即使她不太認識足球，但知道能在電視看到我踢球也相當興奮，她陸續又收到親戚們的祝賀，
叫我努力。」簡嘉亨感恩父母無條件的支持，簡爸爸更是為了兒子的夢想而放棄家鄉的國籍，披上港隊球衣的一刻讓簡嘉亨感到「我終於能
令爸媽感到自豪。」如今他身為港隊一員，他自感與香港同根同生，表示香港是他第二個家：「這個心態對我現時代表香港很重要，我和
家人都覺得自己是香港的一部份，亦為在這裡居住感到自豪，能夠穿起香港隊球衣，讓我感受到自己是這裡的一份子。（體路（2022年7月
25日）。【足球．專訪】天賦速度追逐夢想	少數族裔的出頭天。取自https://www.sportsroad.hk/archives/381823）

142	 例如Medard	Koya（非洲裔）在2016年成立All	Black	FC，助居港少數族裔及難民藉足球與香港共融。（明報（2022年7月9日）。恩師助少數
族裔足壇追夢。取自https://news.mingpao.com/pns/體育/article/20220709/s00015/1657305584501/恩師助少數族裔足壇追夢）；
最初搬到土瓜灣，Jeffrey	Andrews（Jeff，安德里）（印度裔）總是羞於啟齒，但現在他以作為這個社區的街坊自豪。搬離中產區黃埔，更
走進重慶大廈工作，生活圈圍繞油尖旺一帶，他逐漸脫胎成為另一個人，慢慢重尋家鄉印度的文化根源，同時認識自己的香港人身份。Jeff
帶隊的重慶大廈導賞團常常爆滿，努力與任職機構舉辦活動，聯繫重慶群體的關係。（明報（2022年1月2日）。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
與重慶大廈游走	印度裔港人扎根與尋根之旅。取自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102/1641061060383/
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與重慶大廈游走-印度裔港人扎根與尋根之旅）

143	 為令到參加「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的青年工作得更順利，有機構分享其中一個共融心得，就是營造友善工作環境，包括將機構
文件更新至雙語版本，為大使安排導師介紹機構服務及分享工作經驗。機構透過提供更合適的行政配套，培養共融的土壤，成功協助
大使投入工作。（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1年10月13日）。多元共融。取自https://www.hkcss.org.hk/多元共融/）

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69/種族共融-遇車禍險死頓悟人生-巴裔青年盼穿黃色戰衣救人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unison.org.hk/sites/default/files/2022-01/20211214_Executive%20Summary%20Chi%20Final.pdf
https://www.hkcss.org.hk/多元共融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97997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97997
https://www.sportsroad.hk/archives/381823
https://news.mingpao.com/pns/體育/article/20220709/s00015/1657305584501/恩師助少數族裔足壇追夢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102/1641061060383/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與重慶大廈游走-印度裔港人扎根與尋根之旅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102/1641061060383/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與重慶大廈游走-印度裔港人扎根與尋根之旅
https://www.hkcss.org.hk/多元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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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種族身份認同的因素錯綜複雜，並造成惡性循環

無可否認，影響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建構種族身份認同的因素非常複雜，關乎外在的因素（如與家庭、

學校、朋輩和社區的互動關係、家庭與學校的語言及文化教育、家族與學校的規條等）和個人因素。現在能

成功達成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他們大部分都依靠個人把握機會的能力和積極性。當

他們碰到一些遭遇或開始意識到種族相關的價值衝擊144時，有些青年會選擇開展探索，尋找答案，並找方法

去適應及應付，但有些青年會選擇逃避或不了了之。可是，依靠個人性格及能力並不是理想的現象，我們

必須提供更多援助，讓積極的青年更有效地尋找種族身份，不積極的青年則可受到推動，鼓勵他們開展尋找

種族身份認同之旅。

事實上，建構種族身份認同是十分重要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港發展的機會不及本地華裔青年，不是

因為他們缺乏志向145，有機會是由於他們未能達到種族身份認同，並引起其他負面現象，例如感到缺乏存在感、

加劇自我孤立和自我排斥的行為、減少學習中文及參與活動的機會等，間接影響未來的升學與就業，種族

身份認同與其他負面現象可造成惡性循環。對於種族身份，受訪青年均認同不是非黑即白的（例如不是只得

香港人或巴基斯坦人兩項選擇），種族身份是可以隨着環境而彈性地改變（例如在香港會稱自己是巴基斯坦

香港人，在外國或會稱自己為香港人或巴基斯坦人以讓別人易於理解）。種族身份認同的關鍵在於他們無論

在香港或本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且能接納自己的文化、包容其他種族文化，以及理解與適應別人的

奇異目光，這對於他們無論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都可以順利發展，並作長遠貢獻的打算。

政策無考慮種族身份認同，導致支援效果未如理想

為協助少數族裔香港人士融入社會，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也提供不少支援。不過，如本報告1.4部分所說，政府的

支援服務仍有改善的空間，而政策目標只從平等和尊重的角度出發，並沒有在建構種族身份認同上作出構想，

令到現時政策只能在個別範疇146（如教育、就業、社會福利和社會共融等）提供相應支援，對種族身份認同

只有間接的幫助，甚至可能會被忽略。再者，較為自我孤立的少數族裔家庭甚少會使用公共服務及支援，他們

較多向本國的朋友求助，他們有可能並不知道有權使用公共服務，甚至沒有意識去使用，有部分更認為

向政府求助是違背他們的文化147。在這類家庭長大的青年會備受影響，無助他們走出種族身份迷失的狀態。

即使現時有不少非政府組織提供各式各樣的支援，有些更會主動聯絡封閉的少數族裔家庭，但它們大多數

依靠慈善捐款。由於資源有限，只能儘量解決他們當下面對的困難，難以替他們作更長遠的打算。另外，要

擴大他們的服務範圍也不容易。同樣，大部分的支援也不會以建構種族身份認同為目標，導致焦點過於集中

在教育、就業、生活、歧視或貧窮等問題，而忽略了令他們有肯定的種族身份認同，然後在香港作長遠的

計劃，確立明確貢獻香港的目標，實踐自己的理想。

144	 Phinney,	J.	S.	(1989).	Stages	of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minority	group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9(1-2),	
34-49.

145	 少數族裔學生與本地學生的志向及自我效能感差異不大，甚至稍高。（獨立媒體（2020年6月22日）。平機會：僱主普遍認為少數族裔
中文讀寫能力較低	籲提供多語言就業配對平台。取自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4796）

146	 政府新聞網（2019年10月27日）。全面支援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
3632_116.html

147	 Cultural	Journey	Ltd。少數族裔正面對的4個最常見的困難。取自https://culturaljourney.hk/關於少數族裔/#difficulties-c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74796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culturaljourney.hk/關於少數族裔/#difficulti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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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策建議
政策目標是在社區及學校推動政策，幫助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由種族身份認同第一及第二階段（迷失型及

早閉型）提升至第三階段（未定型）（即願意作出探索）、由第三階段提升至第四階段（定向型）（即個人已完成

深入的探索，確定及接受個人種族身份），以及協助第四階段青年在社會發揮所長和達成發展的目標。事實上，

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融入問題多年來都存在，政府及社會各界也不斷積極提供多種類的相關支援，對他們

融入社會有一定幫助。

可是，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在港發展仍面對不少挑戰。再者，他們有些會較為自我孤立，不太主動尋求

支援，即使較為主動者也可能不懂得應對主流的文化或有差別的對待，從而感到無力及迷失，對種族產生

負面感受。假如他們可及早建立了清晰的種族身份認同，可有助他們在不同環境下更有能力去應對及

發展。不過，現時絕大部分的支援也沒有以「建構種族身份認同」為其中一個政策目標。因此，我們在現有

支援下提出優化的建議，盼被動及自我孤立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能跳出框框，探索有效的途徑，確立

清晰方向與身份認同，能使他們可以有機會一展所長，實踐理想，貢獻社會。研究發現願意嘗試過踏出一步

去探索的青年（即使他們最終放棄了），普遍在心理健康、人際關係和學校生活也會表現得較為理想。

政策建議有以下七大原則：

1.	 善用現有合適的支援，轉化為可達到建構種族身份認同的措施。

2.	 分辨種族身份認同第一及第二階段的個別特徵，調校支援內容以配合不同階段的需要。

3.	 最終目的是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到達種族身份認同第四階段，令到他們在本國族群和華裔

族群均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受到族群的正向感染、為成為一份子而感到光榮，以及建立強大的聯繫

關係，並能有實現理想和貢獻社會的機會。

4.	 種族身份認同並不是單一的概念，反之是一個多元概念，故政策目標不是要求他們選取一個種族

身份，卻是希望他們可在多元身份中找到明確的定位，並有學習及包容其他種族文化的能力。

5.	 建構種族身份認同是雙向及互動的，過程中社會大眾也會對少數族裔有較多認識，提升文化敏感度

及包容其他種族文化的能力，有助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融入社會。

6.	 雖然中文是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融入社會的主要障礙，但現有不少機構已對中文課程及相關教育有很多

具建設性的意見（我們贊成採納相關建議，可詳見本報告1.4部分）。因此，我們不會在此着墨太多，

反之政策建議會先從建構種族身份認同出發，為他們創造更多融入社區的機會，增加他們融入社區

的意識及能力，從這過程中，他們的中文能力相信也會有所提升。

7.	 參考The	European	Network	Divers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Training的兒童課程

原則148，希望政策建議能提升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歸屬感、發展多元的身份、可從其他人身上

學習跨地域界限的文化、成為積極公民，以及動員社區合力回應社會偏見與歧視。

148	 Vandenbroeck,	M.	(2015).	Ethnic	divers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ECCE	in	Europe.	In	Marope,	P.	T.	M.	&	Kaga,	Y.	(Eds).	Investing	
Against	Evidence:	The	Global	State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France: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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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七項政策建議都以上述七大原則為本，對象是較被動及自我孤立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其家人、較

主動積極探索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以及確定種族身份但未找到途徑貢獻社會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

青年。以下會分為三個範疇去詳細介紹，分別是投入貢獻社會範疇（建議一至三）、融入主流生活範疇（建議

四至五），以及推動種族認同範疇（建議六至七）（見圖6.1）。

圖6.1：三個政策建議範疇

投入貢獻社會範疇（建議一至三）

建議一：推行結伴實習計劃

背景

部分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習慣於透過本國群體（如家人及親戚）的介紹去尋找工作（包括暑期工），這也是

家長的傳統做法及對子女的期望，結果就是他們在工作場所也只會面對本國種族的人，漸漸加強與本國

群體的聯繫關係，減少向外探索的機會和動力。即使他們有意趁暑假參加實習，但他們也要面對一般華裔

學生參與實習的問題，例如中學生缺乏機會及實習計劃的質素參差149等，在這情況下，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或

因其中文能力或職場歧視等因素而只會獲得更少實習機會，加上他們需面對家庭經濟與家長期望等阻力，

除非實習的津貼水平高過一般暑期工，否則在重重壓力下，唯有放棄實習機會。可是，一個具質素的實習的

確有助他們了解本地職場文化及個人職場技能，同時可擴大華人社交網絡，是一個探索種族身份的有效

平台，對其個人種族身份認同及事業發展均有好處。

149	 MWYO（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投入貢獻
社會範疇

建議一：推行結伴實習計劃

建議二：善用「寶石計劃」和

	 「喜瑪拉雅計劃」

建議三：組織少數族裔社區大使	

	 團體在體制內參與社區

融入主流
生活範疇

建議四：推行少數族裔青年本地伙伴	

	 計劃

建議五：組織少數族裔家庭探訪員	

	 計劃

推動種族
認同範疇

建議六：建立種族歷史與

	 文化展館及資料庫

建議七：政府認可少數族裔的

	 香港人身份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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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相關支援

現時有非政府組織關注到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職場技能及發展問題，主動聯絡僱主提供實習機會150，更有些

刻意尋找他們較難接觸的行業，為現正在學或剛畢業的少數族裔中學生提供有津貼的實習，旨在為他們引入

更多個人及專業發展機會，豐富其工作經驗，擴闊其眼界，同時通過工資津貼可減輕他們對家庭的經濟負擔151。

另外，有非政府組織明白到他們需要額外支援，以適應工作環境，故它們會安排華裔青年與他們一起在同一

公司內實習152，希望可以互相照應。這些實習都是由個別非政府組織透過籌款，有限度地聯絡僱主提供

機會，在資源有限下，名額不多，也難以確保實習內容的質素及緊密地跟進每一個青年的實習情況。它們要

兼顧尋找不同種類的機構參與，擴闊行業的選擇，亦要爭取一定水平的津貼，實在不易。

此外，平等機會委員會於2018年12月推出《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於2022年已有約230個機構簽署

約章，包括跨國企業、本地大企業、中小企、體育機構、教育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增加

就業機會，並承諾在招聘、僱用的過程中對任何種族一視同仁，創造公平友善的職場環境，為他們提供可

發展工作機會，長遠可望促使僱主明白擁有多元文化人才的優點153。平等機會委員會亦為簽署約章的機構

進行實習崗位配對154。

建議內容

政府應推行結伴實習計劃，實習安排上，可參照現時一些非政府組織的做法，一名華裔青年配對一名弱勢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共同到機構實習。為確保實習的質素，可參照我們曾建議的實習籌備指引155。當然，籌備

指引是着重青年的職場軟技能及工作體驗，並未照顧到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認同發展的需要。

因此，實習安排上須儘量增加他們與其他華裔同事的互動。實習亦須有專責人員跟進，讓他們除了反思職場

軟技能及事業的發展外，也可反思種族身份及未來融入社區的發展情況。

政府應提供更多資助及協助推廣，鼓勵更多機構簽署《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勞工處的「多元種族就業

計劃」／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下稱民青局）可協助這部分的推廣工作，並根據已簽署約章的機構名單，主動

了解它們提供實習機會的意願，然後制定有系統的機制，讓學校或大專院校及非政府組織可尋找到適合的

僱主提供實習。如有需要，勞工處／民青局須提供資助給實習機構（特別是中小企和非政府組織），令津貼

水平可照顧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需要，也可讓它們有更多資源籌備具質素的實習。事實上，只要政府能多

150	 例如香港歐萊雅及香港明愛舉辦「非華語學生多元共融實習計劃」，讓兩名少數族裔女生到兩間美妝店實習，接待消費者及按客戶需要介
紹美妝產品。（AM730（2018年11月7日）。企業辦實習推動共融	少數族裔初嘗投身美妝業。取自https://www.am730.com.hk/本地/企
業辦實習推動共融-少數族裔初嘗投身美妝業/77673）

151	 啟勵扶青會（2022）。開放式實習計劃（少數族裔青年實習計劃）。取自https://kely.org/cnt/our-work/positive-youth-development/
open-door-work-placement-programme

152	 SIE	fund	(2022).	D-Generation	–	Community	Innovators	Schem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e.gov.hk/en/our-work/funded-ventures/
detail.page?content=22783

153	 香港01（2022年8月8日）。少數族裔人士參加家居維修班	義務助長者維修	推動社會共融。取自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801647/
少數族裔人士參加家居維修班-義務助長者維修-推動社會共融；平等機會委員會（2022年1月5日）。《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三周年。
取自https://www.eoc.org.hk/zh-hk/Articles/Detail/598

154	 平等機會委員會（2022年1月5日）。《種族多元共融僱主約章》三周年。取自https://www.eoc.org.hk/zh-hk/Articles/Detail/598
155	 MWYO（2020）。中學實習計劃的重要性及發展建議。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MWYO（2021）。MWYO企業實習計劃2.0。取自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projects_details.php?id=123

https://www.am730.com.hk/本地/企業辦實習推動共融-少數族裔初嘗投身美妝業/77673
https://www.am730.com.hk/本地/企業辦實習推動共融-少數族裔初嘗投身美妝業/77673
https://kely.org/cnt/our-work/positive-youth-development/open-door-work-placement-programme
https://kely.org/cnt/our-work/positive-youth-development/open-door-work-placement-programme
https://www.sie.gov.hk/en/our-work/funded-ventures/detail.page?content=22783
https://www.sie.gov.hk/en/our-work/funded-ventures/detail.page?content=22783
https://www.eoc.org.hk/zh-hk/Articles/Detail/598
https://www.eoc.org.hk/zh-hk/Articles/Detail/598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research_details.php?id=71
https://www.mwyo.org/tc/life_planning_projects_details.php?i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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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接觸不同機構，相信它們會願意配合156。勞工處／民青局亦可額外資助給籌備實習組織／實習機構提供

學習中文的培訓給少數族裔實習生157。為鼓勵更多少數族裔及華裔學生參與，民政事務總署的「融和獎學金

計劃」158宜增加名額以獎勵一些實習表現優異的學生，當局可考慮設計一個有效評估實習表現的工具。

	

預期成效

目的是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從職場中探索種族身份，了解自我，亦認識及尋找方法融入華人職場，

實習有助他們的生涯規劃及種族身份認同的發展。從僱主的角度看，他們會藉此更了解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或可在未來人力資源計劃上考慮更多不同種族的人士。預期成效如下：

1.	 提升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職場中文能力、個人職場軟技能、行業要求和工作文化方面的認知。

2.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會更了解自己的個人能力及職業取向，也會明白自己的種族身份認同與職場的關係。

3.	 擴闊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華裔社交圈子，並更有動機去繼續投入社區參與。

4.	 更多機構簽署約章，並提供更多實習機會，甚至考慮日後招聘實習生作全職員工。

建議二：善用「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

背景

政府甚少向少數族裔宣傳相關招募內容，也對中文程度有一定要求159。雖然公務員事務局於2018年2月已完成

全面檢視各公務員職系的中文語文能力入職要求，降低有關要求的職系增加22個至合共53個160。公務員

事務局亦會提醒各部門或職系首長定期檢視轄下職系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以確保有關要求與工作相關，並與

達致良好工作表現的要求相稱161。但如能把他們的中文能力提升至職位所要求的水平，這樣會更為理想，也

不致令他們感到有別於華裔社群，難以融入。因此，對於有志成為公務員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他們或因

不得其門而入而打退堂鼓162，特別是有志成為紀律部隊的青年，更會感到有心無力。事實上，大部分少數族裔

香港青年不求從社會獲取資源，反而很渴望為社會付出更多，有些青年更會因考到紀律部隊而感到很光榮163。

156	 立法會議員林琳連同宗教界選委香港回教信託基金總會秘書長艾歷斯，及香港族裔共融聯會秘書長利哲宏一同前往九巴九龍灣車廠參觀，
並商討於九龍清真寺舉行招聘日的具體安排。林琳表示，不同族裔間的共融協作、特別是職場共融非常重要，是次參觀有助促進雙方交流，
並加強對九巴的工作環境及日常車務運作的了解。九巴助理總監（傳訊）林子豪表示，九巴願意先行一步加強雙方合作，並認同開闢
少數族裔就業道路的重要性，又表示願意積極配合族裔的特定宗教需要提供相應安排，歡迎不同族群人士加入九巴團隊。（星島（2022年
8月4日）。林琳冀本地企業加強少數族裔就業支援	倡政府帶頭建職場共融政策。取自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61042/
即時-港聞-林琳冀本地企業加強少數族裔就業支援-倡政府帶頭建職場共融政策）

157	 為鼓勵僱主聘請少數族裔，除了可參考「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中年就業計劃」，以現金津貼形式，給予願意聘請或給予少數族裔
實習機會的僱主。同時，勞工處亦應以津貼鼓勵僱主給予少數族裔僱員於工作時間內學習中文或與工作相關技能。（嶺南大學（2018）。
「香港少數族裔青年求職模式及支援實況」研究結果。取自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158	 為在學校和社區參與種族融和活動方面、學業成績及品行方面有良好表現的學生提供獎學金。（民政事務總署（2021）。2021/22年度融和
獎學金計劃。取自https://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2021-22_Scheme_Details_(Traditional_Chinese).pdf）

159	 香港01（2019年2月9日）。【種族共融】少數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	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取自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70/
種族共融-少數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

160	 政府新聞網（2019年10月27日）。全面支援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
3632_116.html；立法會文件（2021年4月26日）。葉劉淑儀議員提交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信件。檔案編號：CSBAP/
C350/179	Pt.	13。取自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ps/papers/pscb4-898-1-c.pdf

161	 政府新聞網（2019年10月27日）。全面支援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
3632_116.html

162	 至2019年，警務處共有76名非華裔人士成功投考警察；懲教署共有46位少數族裔懲教人員；消防處則只有四人。（香港01（2019年2月
9日）。【種族共融】少數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	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取自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70/種族共融-少數
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

163	 「寶石計劃」負責人洪嘉偉表示非華裔社群由於語言障礙，一般從事外賣、地盤工作，能夠考到紀律部隊往往感到很光榮，例如有一個
菲律賓學生是香港首位菲律賓裔警察，菲律賓電視台都來訪問他，覺得光宗耀祖。（龍週（2022年6月1日）。「寶石計劃」助非華裔青年
融入社會。取自https://kowloonpost.hk/2022/06/07/20220601p8/）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61042/即時-港聞-林琳冀本地企業加強少數族裔就業支援-倡政府帶頭建職場共融政策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61042/即時-港聞-林琳冀本地企業加強少數族裔就業支援-倡政府帶頭建職場共融政策
https://dpcwkln.hkccla.org.hk/document/I08_10C.pdf
https://www.had.gov.hk/rru/english/programmes/files/2021-22_Scheme_Details_(Traditional_Chinese).pdf
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70/種族共融-少數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
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70/種族共融-少數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ps/papers/pscb4-898-1-c.pdf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70/種族共融-少數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
https://www.hk01.com/突發/290870/種族共融-少數族裔欲做公務員碰壁-三執法部門回歸後聘125人
https://kowloonpost.hk/2022/06/07/20220601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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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相關支援

自2019年起，公務員事務局已舉辦非華裔學生政府部門實習計劃，協助年輕的非華裔人士累積工作經驗和

提升他們的就業競爭力164，2022年為止已累積過百名非華裔大專學生參與。他們獲安排到不同決策局和部門

進行為期約八星期的實習，當中部分工作需實習生運用非華裔語言和對非華裔文化的認識，向非華裔社群

提供服務165。這為專上學生而設的實習計劃，當然成效顯著，但由於很多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未能升讀

專上院校，他們投身公務員行列的機會則更少，而事實上不少公務員職位是不需要大專學歷的。

此外，警務處於2013年在油尖警區推出「寶石計劃」166和元朗警區推出「喜瑪拉雅計劃」167，為非華裔少年

警訊會員提供中文課程及活動，目的是提升他們的中文水平，助他們克服語言障礙、積極融入社會、尋找

理想職業，包括投身警隊或公務員行列。參考「寶石計劃」的數據，展開至今，已有二十多名非華裔年輕人

加入不同紀律部隊168，此計劃確實能幫助有志者加入公務員行列169。可是，現時只有油尖警區和元朗警區

有此計劃，人手及資源也不足夠，例如主要由十多名義工提供單對單教授中文，未有資源聘用專業導師去增添

更多服務。推行至今將近十年，雖有成功加入紀律部隊或政府部門的青年，甚至私人公司，但合共只有約

三十多人。

建議內容	

由於中學生與大專學生在實習上的內容理應不同，因此非華裔學生政府部門實習計劃可繼續針對大專學生，

至於中學程度的弱勢少數族裔青年，我們建議透過「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提供更優質的公務員專業

培訓和活動，特別是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所需的職場中文能力，且更須加設實習機會給他們。大致上，「寶石

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可循兩個發展方向進行（可擇其一）：

方向一：從一個「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出發，政府宜投放更多資助予計劃，擴大現有計劃的

規模，令此計劃無論在規模上，以至培訓及實習內容上可更豐富，警務處亦宜把強化了的計劃

從現時油尖警區和元朗警區擴展至其他警區，讓更多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認識這個計劃並報名

參加（特別是沒有大專院校學歷的青年），且增加各警區與青年雙方的認識與聯繫。當中實習的

內容可參考現時警隊學長計劃170，包括多個有薪實習項目和面試工作坊，並作適度調校。計劃

亦可增加與其他紀律部隊和政府部門合作提供更多實習機會。	

方向二：從多個「寶石計劃」和「喜瑪拉雅計劃」出發，各紀律部隊及其他政府部門可仿效推出更多類似

計劃，吸引更多有志者加入，並按各部門的需要制定培訓與實習內容。這有助有不同志向的

青年去選取合適自己的紀律部隊或政府部門推出的計劃來參加，同時會增加各部隊及部門對其

參加者的責任感與聯繫。各計劃也可互相溝通與協調，給予青年跨部門實習的機會，亦可

多與私人機構聯繫，增加實習及未來求職的可能性。

164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2022年6月20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促進種族平等行政指引》的執行情況。取自https://www.legco.
gov.hk/yr2022/chinese/panels/ca/papers/ca20220620cb2-462-3-c.pdf

165	 東網（2022年8月25日）。逾百名非華裔學生參與政府實習計劃　楊何蓓茵勉要做好生涯規劃。取自https://hk.on.cc/hk/bkn/cnt/
news/20220825/bkn-20220825132813701-0825_00822_001.html

166	 香港警務處。寶石計劃。取自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youth/gemstone.html
167	 香港警務處。喜瑪拉雅計劃。取自https://www.sb.gov.hk/chi/youthprograms/hkpf-ph.html
168	 香港警務處（2022年8月）。少年警訊及青少年園地。取自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youth/gemstone.html
169	 過往曾有11名學員透過計劃成功投身警隊，亦有兩名學員分別加入了消防處及懲教署。（警聲（2018年4月17日）。「寶石計劃」成立五周年。

取自https://www.police.gov.hk/offbeat/1108/chi/6514.html）
170	 警隊學長計劃成立於2004年，為警隊一項積極主動的招募策略，以吸引有才幹及卓越的本地大學生於畢業後投考警隊。（香港警務處

(2022年8月）。警隊學長計劃（PMP)。取自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5_recruit/pmp.html）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ca/papers/ca20220620cb2-462-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panels/ca/papers/ca20220620cb2-462-3-c.pdf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20825/bkn-20220825132813701-0825_00822_001.html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20825/bkn-20220825132813701-0825_00822_001.html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youth/gemstone.html
https://www.sb.gov.hk/chi/youthprograms/hkpf-ph.html
https://www.police.gov.hk/offbeat/1108/chi/6514.html
https://www.police.gov.hk/ppp_tc/15_recruit/pm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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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方向的培訓與實習須具一定質素，並應安排專人進行定期跟進及表現評估，務求讓最大比例的參加者

可順利投身公務員行列，達成服務社會的目標。另一方面，如果他們另有志向的話，也可因中文水平及專業

技能有所提升，並加深認識華人為主的職場文化，可更容易找到其他心儀的工作。

無論方向一或二，計劃都可先在較多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區住的地區171試行，經檢討過後，再擴大範圍至

其他地區。為此，政府宜制定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以了解計劃的成功因素和

可改善的地方，持續優化計劃和擴大計劃的規模。

此外，完成計劃後的事業發展是相當重要的，當然最理想是紀律部隊或政府部門可聘用他們，但也需提供

應徵私人機構的機會，這部分政府宜多加協助宣傳及聯繫僱主，讓計劃負責人可更容易為他們作出職業配對。

勞工處的「多元種族就業計劃」也可收集計劃學員的職業技能及就業意向等相關數據，再為其提供平台，讓

僱主可在平台上作出招聘，學員也可搜尋適合的職位空缺。

預期成效

目的是透過提供加入公務員行列的途徑，或在其他崗位上服務或工作的機會，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實現貢獻社會的理想，從而加強他們對個人種族身份的正面感覺。預期成效如下：

1.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加入公務員行列的渠道。

2.	 讓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更了解華人為主的職場文化。

3.	 提升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職場中文水平。

建議三：組織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在體制內參與社區

背景

有不少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有意關心和貢獻社會，盡香港人的義務，但現時在體制內只有極少數能代表他們的

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其中原因可能是欠缺體制內的參與渠道。另一方面，在體制外卻很靠個人的積極性與

資源，達到貢獻社區的效果。事實上，現時給予華裔青年貢獻社區的渠道也不多，更因疫情令部分與政府的

恆常溝通渠道取消，餘下的渠道效能則不高172，更遑論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面對體制內外的渠道均不多，或

會令有志者意興闌珊，長遠影響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另外，如果單靠非政府組織反映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需要，則過於轉折，不及他們能親身參與社區建設，更有助其建立種族身份認同感。

171	 如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和離島等地區。政府統計處（2016）。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
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172	 MWYO（2022）。香港青年發展藍圖。取自https://mwyo.org/tc/L6tjIL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mwyo.org/tc/L6tj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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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相關支援

政府有推展「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173，於2020至21年度，在九個較多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居住的地區推行

計劃，聘請共46名少數族裔服務大使，在地區中心或服務單位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提供服務的同時，亦為

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174。一些非政府組織亦有參與175，有助完善地區服務及提升少數族裔

香港人士的職業技能。不過，他們大多數只是執行機構或組織的指示，以職員的身份去服務社區，他們的

經驗和網絡非常重要，希望能下情上達，以改善政府相關的政策。

建議內容

現時有些機構推出的「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的申請資格不包括大學學士學位或以上青年176，但如希望

讓更多不同青年可參與，應考慮擴大學歷要求範圍，相對的招聘數目及工作範圍也可相應地調節，而這部分

則視乎該機構或組織的實際需要。當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參加了「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而受聘於不同

機構或組織後，政府可把所有大使（歷屆和現任）組織起來，成立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讓他們發揮在

體制內參與社區的職責。各區的青年活動委員會應與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團體多作交流，讓團體可透過委員會

把少數族裔的想法融入當區的青年活動之中。委員會亦可從團體中物色有潛質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加入

成為委員，直接參與區內青年發展活動的工作。此建議可先從較多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居住的地區177

開始，檢討過後，再逐步擴大至其他地區。

預期成效

目的是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參與社區事務以增加種族身份認同，增加他們貢獻社區的機會，讓他們

發揮更大的力量，亦能為其他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營造一個探索及參與社區的環境。同時，他們可推動

地區的少數族裔發展，提供更多適合的社區活動給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預期成效如下：

1.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能更有效反映相關意見給政府參考。

2.	 少數族裔社區大使可推動更多社區活動給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3.	 提升當區整體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社區參與度。

4.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對社區，甚至香港的歸屬感。

173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措施。取自https://www.cso.gov.hk/pdf/list-of-measures-Chi.pdf
174	 政府新聞網（2019年10月27日）。全面支援少數族裔融入社會。取自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

3632_116.html
175	 例如善導會在社會福利署撥款支持下，於2020年10月在更生康復服務推行為期三年的「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期望能使地區

服務更完善，同時為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善導會（2021）2020-2021年刊。取自https://www.sracp.org.hk/
annualreport/2021/10/#zoom=z）；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21年起推展為期三年的「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試驗計劃，聘請46名少數族裔
服務大使在服務單位支援少數族裔人士。（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21年10月13日）。多元共融。取自https://www.hkcss.org.hk/多元共融/)

176	 勞工處「少數族裔社區大使」計劃其中一個申請資格是中四至副學位教育程度的離校青年。（展翅青見（2022）。勞工處少數族裔大使
計劃。香港：勞工處。取自https://www.yes.labour.gov.hk/YETP/Other/EthnicMinorityAmbassador?&c=zh-hk）

177	 如油尖旺、深水埗、九龍城、元朗和離島等地區。政府統計處（2016）。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
香港。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cso.gov.hk/pdf/list-of-measures-Chi.pdf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news.gov.hk/chi/2019/10/20191027/20191027_093632_116.html
https://www.sracp.org.hk/annualreport/2021/10/#zoom=z
https://www.sracp.org.hk/annualreport/2021/10/#zoom=z
https://www.hkcss.org.hk/多元共融/
https://www.yes.labour.gov.hk/YETP/Other/EthnicMinorityAmbassador?&c=zh-hk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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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主流生活範疇（建議四至五）

建議四：推行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本地伙伴計劃

背景

由於部分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自小要面對融入華裔圈子的障礙，特別是成長於較自我孤立的家庭、就讀以

少數族裔為主的學校、中文溝通能力有困難，以及性格較內向的青年，環境未能提供他們足夠融入社會的

條件，他們也欠缺動機和資源去為自己創造機會。久而久之，他們會安於現狀，認為沒有去探索種族身份的

需要，也不理解種族身份認同的好處，以致長期處於身份迷失的階段。即使他們長大了，也不諳中文，令到

他們更依賴本國種族的圈子，影響其融入主流社會的信心。相反，較主動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他們會

去到公共球場，嘗試與華裔青年接觸，一起加入玩球類活動，擴闊了華裔朋友的圈子，中文溝通能力逐漸

提升，建立在主流社會發展的自信心。有見及此，自我孤立及被動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需要我們提供更多

支援，主動為他們創造融入社會的機會之餘，更可讓他們日後有能力為自己創造機會。

現有相關支援

民政事務總署有推出「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目標是推動香港定居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和本地華裔居民

溝通和交流。當局會邀請非政府組織舉辦地區為本的活動，在地區層面促進種族融和，並期望透過多元化

的活動（如攝影、主題公園遊玩、植樹、多媒體製作、歷奇訓練、新興運動體驗、製作玩具等），可同時

增加參加者對其他族裔文化的認識，以提升他們的能力，使其更能融入社區178。另外，有非政府組織在獲政府

支持下舉辦一些活動179讓少數族裔及華裔青年一起參與，促進社會多元文化的發展。即使沒有政府資助，某些

非政府組織也會透過籌款舉辦各式各樣活動，也對他們融入社會非常有幫助。不過，對於被動及自我孤立

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來說，他們大多不會主動參與這些活動，而且如沒有適當的安排及跟進，種族

身份認同的建構只能收到短暫的成效，效果未必能延續。

建議內容

政府可推動本地伙伴計劃，構思是讓與弱勢少數族裔學生同齡或稍大的華裔學生，成為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伙伴（例如由專上院校華裔學生夥拍少數族裔高中學生），協助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和擴闊華裔朋友的圈子。

華裔伙伴可透過任何方式幫助和陪伴他們結識新的華裔朋友，以及參與各種正式（formal）與非正式

(informal）的活動，例如認識自己的親戚朋友、結伴參與日常消遣活動或政府／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等。這

計劃的另一好處是伙伴可適時提供協助，例如幫忙翻譯中文、解釋華裔文化與行為、多加鼓勵等，逐漸讓他們

適應主流社會的生活。

民政事務總署可鼓勵學校（包括專上院校及中學）或非政府組織參與，然後由學校或非政府組織作出招募，

邀請有興趣的華裔學生自願參與。學校或非政府組織可物色有需要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鼓勵他們參與，並

適時跟進和支援。比例上每組可由兩個華裔伙伴夥拍兩至四個少數族裔學生，這個比例或會較易熟絡，為期

178	 民政事務總署（2022）。地區為本種族融和計劃。取自https://www.had.gov.hk/rru/tc_chi/programmes/district_based_programmes.
htm

179	 新家園協會獲油尖旺民政事務處支持，在2022年7至11月成立「油尖旺多元文化跑步隊訓練計劃」，主力招募9至15歲少數族裔和本地
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合共20堂的跑步技術和戰術訓練，期望通過參與跑步隊訓練計劃，希望學員在學習跑步技術和戰術的同時，也能提供
一個互動機會，讓他們感受和了解社區。（香港01（2022年7月4日）。劏房兒童疫下鮮有活動	油尖旺成立多元文化跑步隊促進共融。
取自https://www.hk01.com/	18區新聞/788314/劏房兒童疫下鮮有活動-油尖旺成立多元文化跑步隊促進共融）

https://www.had.gov.hk/rru/tc_chi/programmes/district_based_programmes.htm
https://www.had.gov.hk/rru/tc_chi/programmes/district_based_programmes.htm
https://www.hk01.com/ 18區新聞/788314/劏房兒童疫下鮮有活動-油尖旺成立多元文化跑步隊促進共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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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年，視乎情況而定。整個計劃的內容及細節可交由學校或非政府組織有彈性地設計，每間參與的學校或

非政府組織也可按其資源而決定參加人數及組別數量。學校或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員須定期跟進情況，出現

問題時應立即解決。華裔伙伴所需的要求較高，但無需有太多專業的技能（如輔導技巧等），最重要是有耐心

和愛心，成為他們的朋友，但當中也可能發生很多未知的問題。因此，計劃可先從試驗性質啟動，招募大專

華裔學生及高中少數族裔學生，並定期進行評估及檢討。當計劃完善過後，才適時擴展至招募高中華裔學生

及初中少數族裔學生。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亦應為參加者提供培訓，提升他們的文化敏感度、同理心和所需的

溝通技巧等。當局也可考慮邀請各大專院校的社工系或相關有這方面專業知識的學生作為導師，跟進每組的

進展。如將來把計劃擴展至招募高中華裔學生及初中少數族裔學生，當局可與「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180

合作，並委託義務工作發展局進行培訓和配對工作。

預期成效

目的是支援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大膽步進華人社區去開展探索種族身份，加強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的信心，

培養他們獨立自主的能力。此計劃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和華裔青年是互動的關係，讓

兩方都可踏出第一步去了解對方的種族。預期成效會從雙方出發，如下：

1.	 改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日常中文能力。

2.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華裔朋友數量、提升與華人相處的自信心，長遠可獨自參與社區各種活動。

3.	 華裔青年及其身邊的親戚朋友可了解少數族裔學生的想法、文化、宗教和語言等，提升他們對少數

族裔香港人士的包容能力，並會更積極結識計劃以外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包括被動及自我孤立的）。

建議五：組織少數族裔家庭探訪員計劃

背景

部分少數族裔家庭較為自我孤立，很少接觸華裔社群，大多只與相同種族人士來往。雖然政府或非政府組織

有專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而設的公共支援服務181，但他們未必會主動使用，甚至乎不知道有甚麼服務提供。

可想而知，他們也不會為其子女製造融入社會的機會，亦沒有能力去提供相關教育，甚或會要求子女

嚴格遵從本國的傳統規條，有機會偏離主流價值。假如他們安排子女就讀非主流學校，更會造成子女雖然

身在香港，但實際只在其本國種族的小社區生活與成長。因此，我們需從家長方面着手，協助他們融入

社區，與華裔人士建立關係，並提供相關資訊，從而他們最終可營造一個有利於建構種族身份認同的成長

環境給子女。

180	 自2009年開展，透過義務工作的培訓、策劃、執行及反思，讓青年學習欣賞自己的優點，建立自信，並勇於面對挑戰，加強青年對社會
的歸屬感，關注社會議題，於關愛他人同時願意作出承擔，為社會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從而促進青年的個人素質成長。透過培訓為青
年義工領袖裝備4C素質（Confidence自信、Care關懷、Commitment承擔、Courage勇氣），並協助學校於校內建立具承擔的核心義工團
隊，瞭解社區及服務對象需要，發揮創意及才能，自行組織、策劃及帶領校內同學參與義工服務，發揮青年義工力量，推廣義工精神。
（義務工作發展局（2022）。4C青年義工領袖計劃。取自https://www.avs.org.hk/cht/4c）

181	 例如由民政事務總署於2009年撥款資助的「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融匯–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
中心」。取自https://www.hkcs.org/tc/services/cheer）

https://www.avs.org.hk/cht/4c
https://www.hkcs.org/tc/services/ch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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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相關支援

民政事務總署已委託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為少數族裔提供服務，它們會安排背景和經驗相似的過來人擔任

大使，透過家訪一些少數族裔人士聚集的地方，主動接觸並向他們介紹政府提供的服務，在有需要時轉介到

有關政府部門跟進。受委託機構亦會舉辦展覽及講座，向他們介紹適合的社區服務182。除此之外，一些非政府

組織也會定期探訪弱勢少數族裔家庭，由於他們大多較為自我孤立及貧窮，故在探訪期間，除了提供情緒

支援服務外，也會派發需用的物資，特別是疫情期間，更會派發抗疫物資和基本糧食183，但這些組織的資源

有限，未能擴大其服務範圍及支援服務。

目前的探訪活動均有助少數族裔家庭解決眼前的問題，但如要調整家長的固有觀念，令他們開放自己去探索

社區，且會進一步鼓勵及幫助子女去融入社區，則不是靠簡單的探訪、轉介和派發物資可解決，當中需要

更多資源、服務及人手才可做到。

建議內容

政府宜提供更多資助給受委託機構及有少數族裔家庭探訪服務的非政府組織，讓它們可更有系統地組織探訪員

計劃。此計劃亦須增設種族身份認同相關的支援項目，擴展服務範圍，讓更多家庭受惠。受委託機構及非政府

組織可邀請華裔及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擔任少數族裔家庭探訪員，二人一組去探訪少數族裔家庭，此安排的好處

是與家庭的本國相同的探訪員會較易讓家庭所接受，而本國探訪員也可協助華裔探訪員與家庭溝通，融入他們

的文化，慢慢建立關係。探訪員除了關心他們的情緒及生活需要外，也可陪同他們探索不同社區、使用公共

支援服務、參與社區活動、教授中文及本地文化、結識更多華裔朋友等。探訪員亦可提供教育資訊，讓他們

可為子女選擇最適合的主流學校升學，同時亦可跟進其子女的升學情況。當中需有更多資源去招募探訪員，

培訓他們相關技能及知識，並有專人負責跟進探訪情況。探訪員最主要需具備耐心、愛心及一般關顧技巧，

並懂得如何提供所需資訊給家庭，如中文學習、就業援助等。探訪員可善用現有的政府及社區資源（政府康文

設施，如公共圖書館、資助計劃等），陪同及協助他們一起使用，長遠他們可有能力自己去使用公共服務。至於

詳細的探訪計劃內容及規模可因應每個受委託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情況而定，亦給予前線人員多點空間去

設計最適切的支援方案。

在這建議下，更多的資源和適當的探訪員與義工至為重要。專上院校學生是可能的人力資源，另外，如需安排

華裔家長支援，則可鼓勵學校（特別是取錄較多少數族裔學生）的家長義工參與，視乎少數族裔家庭的情況

而定，家長義工的轉介可透過義務工作發展局184招募。非政府組織也可與「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專才

義工網」下的友伴服務、社區及文化服務合作，特別是社區共融義工服務185，以招募更多探訪員。培訓探訪員

方面，義務工作發展局有多年培訓義工的相關經驗，非政府組織可與之合作，以提升探訪員的質素，並定期

有專人跟進不同個案的進度。同時，它們可以藉此收集數據，包括少數族裔家庭的需要、感受、習慣等，從而

整理出一個大數據資料庫，以供政府及其他機構設計更能吸引他們，令他們更投入的社區服務。

182	 民政事務總署。大使計劃。取自https://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ambassador.
htm

183	 成立於2016年，以全人關懷理念，不分種族、膚色、性別、	語言、宗教，提供心靈、情緒及基本生活物資支援，亦以媒體訪問讓更多人
得知他們面對的困境。關懷最終目標是讓受助者可以自力更新，讓受傷的心靈得到痊癒，走出自身困局，有能力重建新生活，有一個幸福
導向的人生觀。（幸福傳聲基金會（2022）。媒體關懷與心靈關懷。取自https://bvf.world/心靈重建/）

184	 1970年成立，為非牟利慈善機構。致力承擔樞紐角色，與社會各界建立夥伴關係，合力推動義工參與，促使提供增值及優質的義工服務，
以締造一個關懷的社群。義工局提供義工轉介服務，為市民安排義務工作機會，並為需要義工協助的機構招募合適人選。（義務工作發展
局（2022）。本局簡介。取自https://www.avs.org.hk/intro）

185	 自2005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推行「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專才義工網」。計劃以發掘及善用專才為目標，支援社
會各界團體，提供優質專業服務。（義務工作發展局（2021）。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專才義工網。取自https://www.avs.org.
hk/vtb）

https://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ambassador.htm
https://www.had.gov.hk/tc/public_services/services_for_new_arrivals_from_the_mainland/ambassador.htm
https://bvf.world/心靈重建/
https://www.avs.org.hk/intro
https://www.avs.org.hk/vtb
https://www.avs.org.hk/v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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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目的是支援弱勢少數族裔家長有更多融入主流社會的信心及能力。少數族裔家長及其子女可藉此慢慢開放

自己，認識多點社區及華裔朋友，亦獲得更多本地的資訊，逐漸有更大動機去融入社區，以及主動地使用

公共服務或社區支援服務。

1.	 加強少數族裔家長的日常中文能力。

2.	 少數族裔家長得到更多本地資訊，慢慢進入華裔社群，也鼓勵子女認識華裔社群。

3.	 提高少數族裔家長的公共支援服務或社區支援服務的使用率。

4.	 增加少數族裔家長為其子女報讀本地主流學校的數目。

推動種族認同範疇（建議六至七）

建議六：建立種族歷史與文化展館及資料庫

背景及現有相關支援

很多弱勢少數族裔家庭及青年都不了解其本國傳統文化及在港的發展史，父母也許只能教授簡單的家鄉

食品，無助於他們了解更多本國文化。現時有不少資料散落於不同非政府組織186，亦曾有團體作相關研究187和

活動188。但資料過於零碎散亂，無論是少數族裔香港人士或普羅大眾要準確地認識各種族在港發展起源及演變

等歷史也不容易。即使想探索更多的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或沒有能力去識別資料的可信性，甚至根本

搜尋不到相關資訊。參考新加坡，當地在較多該族裔聚居的地區設有相關博物館，例如土生華人博物館189、

馬來傳統文化館190、The	Indian	Heritage	Centre191、馬來文化遺產中心192、華裔館193，以及亞洲文明博物館194

等。不過，如要在香港建立不同種族的博物館，在選址方面實屬不易，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186	 例如Cultural	Journal	Ltd。南亞裔在港歷史。取自https://culturaljourney.hk/南亞文化/
187	 例如香港少數族裔墓園研究及考察計劃。取自http://www.rtedu.hk/minorityhistory/html/home_8.html#1
188	 有組織舉辦重慶大廈導賞團。（明報（2022年1月2日）。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與重慶大廈游走	印度裔港人扎根與尋根之旅。取自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102/1641061060383/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與重慶大廈游走-印度裔港人
扎根與尋根之旅）

189	 新加坡的土生社群中以土生華人居多，他們大多為19世紀定居於檳城和新加坡兩大貿易港的中國商賈的後代。土生華人文化融合了華人、
馬來人和印度人的精彩文化元素，土生文化館通過互動多媒體展覽，生動再現這個東南亞混合文化的方方面面。（新加坡旅遊局（2022）。土生
文化館。取自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heritage-discovery/peranakan-museum/)

190	 馬來傳統文化館通過歷史文物、互動多媒體，以及新加坡國家收藏和民間捐贈的展品，展示了新加坡馬來社群豐富多彩的文化遺產。(新加坡
旅遊局（2022）。馬來傳統文化館。取自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heritage-discovery/
malay-heritage-centre/）

191	 The	Indian	Heritage	Centre,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and	with	support	from	the	Indian	community,	
traces	the	history	of	the	Indian	and	South	Asian	communities	in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Indian	Heritage	Centre	(2021).	
About	u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dianheritage.gov.sg/en/visit/about-us)

192	 The	Malay	Heritage	Centre	situated	amidst	the	Istana	Kampong	Gelam,	Gedung	Kuning	and	the	surrounding	Kampong	Gelam	
precinct.	The	Centre	acts	as	a	vital	heritage	institution	for	the	Malay	community	in	Singapore.	Through	its	exhibits,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the	Centre	hopes	to	honour	the	past	while	providing	a	means	for	present-day	expression.	The	Malay	Heritage	
Centre	is	presently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alay	Heritage	Foundation.	
(Malay	Heritage	Centre	(2022).	Introdu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alayheritage.gov.sg/en/about-us/overview)

193	 The	Centre,	first	established	as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in	1995,	was	reconstituted	as	an	autonomous	research	centre	of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2011.	It	has	remained	self-sustaining,	depending	on	fund-raising	from	private	donors	and	
government	grants.	It	aims	at	answering	questions	such	as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How	Chinese	am	I?	These	questions	
of	ethnic	identity	are	explored	in	a	permanent	exhibition	at	th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2022).	See	&	D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heritage-discovery/chinese-heritage-centre/)

194	 新加坡這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社會名正言順地成為不同文化融合的大熔爐。亞洲文明博物館展示了兩個世紀以來周邊區域的人民
勇於探索並在我們的土地上安居樂業的景象。（亞洲文明博物館（2022）。觀光遊覽。取自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
see-do-singapore/history/history-museums/asian-civilizations-museum/）

https://culturaljourney.hk/南亞文化/
http://www.rtedu.hk/minorityhistory/html/home_8.html#1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102/1641061060383/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與重慶大廈游走-印度裔港人扎根與尋根之旅
https://ol.mingpao.com/ldy/cultureleisure/culture/20220102/1641061060383/一小時生活圈-在土瓜灣與重慶大廈游走-印度裔港人扎根與尋根之旅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heritage-discovery/peranakan-museum/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heritage-discovery/malay-heritage-centre/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heritage-discovery/malay-heritage-centre/
https://www.indianheritage.gov.sg/en/visit/about-us
https://www.malayheritage.gov.sg/en/about-us/overview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heritage-discovery/chinese-heritage-centre/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history/history-museums/asian-civilizations-museum/
https://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history/history-museums/asian-civilizations-museum/


55

此外，發展局於2011年2月24日公布《市區重建策略》，設立市區更新基金，並委任四間非政府組織，資助

撥款給它們向受市區重建局執行的重建項目影響的居民提供協助195，當中它們有「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

透過不同的文化展覽、社區導賞、文化工作坊、分享會等活動，讓區內居民及公眾人士認識其他種族的文化196，

這都有助把該區的種族文化推廣至市民大眾。但這些計劃有時限，難以長期延續其效果。

建議內容

政府宜在香港的博物館（如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等）特設各少數族裔的歷史及文化展館，並

建立種族歷史及文化資料庫，把不同來源收集得來的資料儲存在資料庫內，資料可由第一代少數族裔在港

居住的歷史說起，以至香港回歸後少數族裔的發展，並細說他們為中國（包括香港）作出貢獻的情況。庫內

的資料可在展館供觀賞，或透過「e度遊」197供市民在網上閱覽。政府、學校或非政府組織亦可在展館舉辦

工作坊等活動，《市區重建策略》委任的非政府組織也可利用資料庫在當區舉辦活動，透過不同主題（如

食物、音樂、語言、藝術、舞蹈、繪畫、文物等），深入地帶出種族文化的信息。傳媒亦可善用資料庫製作更多

有關少數族裔的節目，讓大眾了解他們的情況。現時元宇宙亦甚具發展潛力，雖未在香港普及，但也可藉此

開發本地元宇宙的發展198，打破實體場地的地域界限（或實體與虛擬同步的表演及活動），讓身處不同地方的

人士可在虛擬空間上了解香港的少數族裔發展及文化，更可讓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與不同地方的人互相

交流，擴闊他們對於種族的視野。政府可與本地創科公司商討有關開發相關硬件和軟件等配套的細節。此展館

及各活動都須恆常化，成為本地歷史及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預期成效

目的是為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提供探索種族身份的資源。一方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需要容易讀取相關

資料，並加以自行消化，轉化為個人資源。另一方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種族身份也會受外界影響，所以

普羅大眾也可藉着多認識他們本國的歷史及文化，從而轉變對弱勢少數族裔的態度。此建議冀能達到以下

成效：

1.	 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可了解自己本國的歷史及文化，尤其是他們祖先來港後的發展，也可提升對華裔

歷史及文化的認知。

2.	 普羅大眾可對各種族文化有更多的認識，或發展相關的興趣，從而繼續在不同主題加以研究。

3.	 增加各社會人士的文化敏感度和包容不同種族的能力。

195	 市區更新基金（2021）。市區更新基金十周年專頁。取自https://urfund.org.hk/
196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2016）。小區濃情	–	葵涌多元文化社區傳承計劃。取自http://www.kungyungkoon.org/tr/PgmIntro.asp
197	 香港歷史博物館（2022）。e度遊。取自https://e-go.hk/tc/
198	 香港青年協會（2022年7月31日）。捕捉元宇宙的新經濟機遇。取自https://yrc.hkfyg.org.hk/2022/07/31/yi070/

https://urfund.org.hk
http://www.kungyungkoon.org/tr/PgmIntro.asp
https://e-go.hk/tc/
https://yrc.hkfyg.org.hk/2022/07/31/yi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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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七：政府認可少數族裔的香港人身份

背景

政府多年來用「少數族裔」一詞去辨別在港的非華裔人士199，其共融政策也採用「少數族裔」的概念。可是，

「少數族裔」本身暗藏了非主流、非本地人或非香港人的意思。這樣或會衍生一些問題，例如令到弱勢少數

族裔香港青年對其種族身份帶有負面的感覺、加劇少數族裔群體內的排外意識等。除此之外，香港沒有考慮

他們的宗教需要而制定法定假期，反觀新加坡的法定假期反映了文化及宗教的多元化200。

建議內容

政府仍可沿用「少數族裔」一詞，但對於在港出生或住滿七年或以上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可以用「香港＋

本國人」（如香港巴基斯坦人、香港印度人、香港尼泊爾人等）來稱呼他們（也可考慮巴裔香港人、印裔香港人

等稱謂）。統計處可按此作人口普查等統計分類，但如果操作上有困難，仍可保留以「少數族裔」作統計

之用。然而，其他政府部門和主要官員可用此作為稱呼以強調其本地人的身份，且以一些較親切友善的字眼

(如「香港青年」）以作稱呼，並慢慢感染其他組織及社會大眾，令大眾看待他們如同自己一樣，成為「習以

為常」的規範（norm）。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課題，政府必須小心處理。此外，政府宜考慮

為本地少數族裔的主要宗教201增設相關假期，以提升他們在港的認同感，同時透過節日慶祝，讓華人多了解

各種族的文化。即使設定為公眾假期在操作上有困難，政府也可資助相關非政府組織在指定節日舉辦慶祝

活動202，並協助宣傳。

預期成效

目的是加強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對種族身份的正面觀感。他們在社會上可得到一個較貼切形容其種族

身份的稱呼，其種族相關的節日活動也可融入普羅大衆，增加社會對他們的認受性，且重視及接納他們為

香港的一份子。預期成效如下：

1.	 減少社會對他們的負面標籤。

2.	 讓主流社會更容易接納他們為自己人。

3.	 增加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投入主流社會的動機。

199	 按政府統計處資料所示，少數族裔也包括亞洲人（非華人）、白人、混血兒等，但此報告只針對弱勢少數族裔人士。（政府統計處（2016）。	
香港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香港。取自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
pdf）

200	 新加坡的法定假期包括華人傳統的農曆新年、基督教／天主教的耶穌受難日和耶誕節、佛教的衛塞節、回教的開齋節、穆斯林的哈芝節，
以及興都教的屠妖節。（Ministry	of	Manpower.	Public	Holiday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
public-holidays）；台灣經貿網（2019）。新加坡國定假日怎麼放？反映了國家文化及宗教差異。取自https://southernstarclub.
taiwantrade.com/threads/21186_national-holiday-in-singapore

201	 人口有較大比例的如伊斯蘭教、印度教、錫克教及猶太教。（立法會秘書處（2017年12月8日）。資料便覽：香港的宗教設施。取自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fs01-religious-facilities-in-hong-kong-20171208-c.pdf）。

202	 例如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或稱宰牲節），在古爾邦節這一天，穆斯林們要穿上新衣，屠宰羊、牛或駱駝等牲口，並將肉食互相饋贈，
分送給窮人，一起共餐慶祝。又例如10月有兩個印度節慶，分別是Navaratri及印度新年Diwali（或稱排燈節），印度教徒在這天會點燃
油燈或蠟燭，與親友交換禮物，分享佳餚，還有點放煙花和爆竹，與中國人的農曆新年慶典可謂不遑多讓。（am730（2016年10月19日）。
多元文化	繽紛節慶。取自https://www.am730.com.hk/column/新聞/多元文化-繽紛節慶/226371）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data/16bc-ethnic-minorities.pdf
https://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public-holidays
https://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public-holidays
https://southernstarclub.taiwantrade.com/threads/21186_national-holiday-in-singapore
https://southernstarclub.taiwantrade.com/threads/21186_national-holiday-in-singapore
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fs01-religious-facilities-in-hong-kong-20171208-c.pdf
https://www.am730.com.hk/column/新聞/多元文化-繽紛節慶/226371


57



58

7.	總結
香港少數族裔共融政策一直聚焦於中文學習及就業等支援上，這無可厚非，的確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

人士來說，當務之急就是學好中文，然後找份好工作。可是，建構種族身份認同對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而言卻舉足輕重，關乎成長與發展問題，影響及至心理健康、人際關係、學校生活、社區參與、事業發展等，

涉及廣泛層面，也影響是否有能力去應對種族相關的負面標籤及待遇，但共融政策卻完全忽略。再者，

即使社會上有各種支援，但一些較被動的青年只會維持在封閉而狹窄的種族／家庭圈子內，他們可能在

種種原因下，不會主動尋求支援，更認為沒有需要去融入華人社會；即使積極主動的青年，他們也未必有

足夠機會與資源去探索，且或會遇上不少阻礙及不愉快經歷，最後對種族身份產生迷惘和負面的感覺，

引起自我羞辱化的現象，影響自信心與價值，加劇形成「小眾化文化」。根據本研究結果，這些較被動、

迷惘及負面的青年為數絕對不少，而有探索種族身份的青年（甚至確定個人種族身份）的確會有較好的心理

健康、更高的學業自我評價、更投入與不同種族的人互動，以及更積極參與活動和兼職工作。

因此，政策建議主要以轉化弱勢少數族裔的種族身份認同為原則，鼓勵他們開展探索，讓迷惘的找到答案、

負面的變成正面，同時社會及其家庭亦可由誤解與排斥轉變為了解與包容，社會關心他們之餘，他們也可有

更多途徑去關心社會。事實上，現時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已有各式各樣的支援服務，只要能夠重新定位於

種族身份認同，並獲調配更多資源，擴大服務範圍和種類，則可有效協助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建構

肯定及正面的種族身份。華人和已確認種族身份認同的少數族裔香港人士也須大力協助他們步出探索

的一步，且減低融入主流社會的障礙。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弱勢少數族裔香港青年都不止於想從政府及

社會中獲得好處，更希望可為香港這個家儘力作出回饋。為鼓勵他們積極探索其種族身份，讓其可實踐

理想，投入社會建設，政府及社會各界應按照各種族身份認同階段的特徵，提供不同更有效的支援，

讓少數族裔都能安心以香港為家，共同攜手邁進香港的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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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種族身份量表（Ethnic	Identity	Scale,	EIS）

How	well	do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describe	you?	

Statements
Does	not	
describe	
me	at	all

Describes	
me	

a	little	

Describes	
me	
well

Describes	
me	

very	well	

My	feelings	about	my	ethnicity	are	mostly	negative

I	have	not	participated	in	any	activities	that	would	teach	me	
about	my	ethnicity

I	am	clear	about	what	my	ethnicity	means	to	me

I	have	experienced	things	that	reflect	my	ethnicity,	such	as	
eating	food,	listening	to	music,	and	watching	movies

I	have	attended	events	that	have	helped	me	learn	more	
about	my	ethnicity

I	have	read	books/magazines/newspapers	or	other	materials	
that	have	taught	me	about	my	ethnicity	

I	feel	negatively	about	my	ethnicity

I	have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that	have	exposed	me	to	
my	ethnicity

I	wish	I	were	of	a	different	ethnicity

I	am	not	happy	with	my	ethnicity

I	have	learnt	about	my	ethnicity	by	doing	things	such	as	
reading	(books,	magazines,	newspapers),	searching	the	
internet,	or	keeping	up	with	current	events

I	understand	how	I	feel	about	my	ethnicity

If	I	could	choose,	I	would	prefer	to	be	of	a	different	ethnicity

I	know	what	my	ethnicity	means	to	me

I	have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that	have	taught	me	about	
my	ethnicity

I	dislike	my	ethnicity

I	have	a	clear	sense	of	what	my	ethnicity	means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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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卷調查的受訪者背景資料

百分比

年齡

					 12歲 10.0%

						 13歲 18.3%

						 14歲 8.3%

						 15歲 11.7%

					 16歲 23.3%

					 17歲 28.3%

性別

						 男 72.9%

						 女 21.1%

種族

						 巴基斯坦 76.7%

						 菲律賓 11.7%

						 印度 10.0%

						 尼泊爾 1.7%

出生地點

						 香港 56.7%

					 香港以外地方 43.3%

現正就讀的中學類別

	 官立中學（華人為主） 64.4%

						 官立中學（非華人為主） 20.3%

						 私立中學 8.5%

						 直資中學 5.1%

						 國際學校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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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深入訪談的受訪者背景資料

編號 職業／身份 受訪者種族 性別 機構背景 分享資料

1 大學生 印度裔 女 不適用 個人經驗

2 大學生 巴基斯坦裔 男 不適用 個人經驗

3 大學生 巴基斯坦裔 女 不適用 個人經驗

4 中學生 印度裔 男 不適用 個人經驗

5 中學生 巴基斯坦裔 女 不適用 個人經驗

6 中學生 巴基斯坦裔 女 不適用 個人經驗

7 中學生 巴基斯坦裔 男 不適用 個人經驗

8 中學生 巴基斯坦裔 男 不適用 個人經驗

9 父母 印度裔 男和女 不適用 個人經驗

10 母親 巴基斯坦裔 女 不適用 個人經驗

11 父母 巴基斯坦裔 男和女 不適用 個人經驗

12 機構負責人 印度裔 男 推廣少數族裔文化 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及個人經驗

13 自僱人士 印度裔 男 經營媒體服務 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及個人經驗

14 機構負責人 巴基斯坦裔 女 保護和支持難民 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及個人經驗

15 前線社工 巴基斯坦裔 男 支援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
各方面需要

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及個人經驗

16 中學校長 巴基斯坦裔 男 本地中學 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及個人經驗

17 中學教師 美國裔 男 本地中學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18 機構項目
經理

非洲裔 女 推廣少數族裔文化 曾接觸的少數族裔香港青年
及個人經驗

19 機構創辦人 華裔 女 為少數族裔香港青年安排
實習機會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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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機構負責人
(兩位）

華裔 男和女 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爭取權
利，改善他們的生活及福祉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21 機構負責人 華裔 女 提供服務給少數族裔香港人
士及難民，照顧他們的需要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22 機構負責人 華裔 男 提供就業支援給少數族裔
香港青年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23 機構處長 華裔 女 提供服務給少數族裔香港人
士及難民，照顧他們的需要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24 機構項目
經理

華裔 女 為少數族裔香港人士及難民
提供服務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25 前線社工 華裔 男 支援少數族裔香港人士的
各方面需要

曾接觸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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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了解更多，或提供意見，請聯絡：

黎卓然先生    研究副總監

    david.lai@mwyo.org

封面相片：特別鳴謝利哲宏博士提供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

從少數族裔香港青年的身份認同看共融-研究報告：

https://bit.ly/MWYO_Dec22_EthnicMinority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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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W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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